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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章 前社⾧(43.10.04)P.P. Archi 
汪忠平 副社⾧(61.10.04)Charles 
賴正時 前總監(39.10.11)P.D.G. Victor 
鄭光欽 社友(64.10.11)Boss 
林福安 社友(47.10.16)Franklin 
葉文德 前社⾧夫人(10.01)P.P. Gyne 夫人 
汪俊男 社友夫人(10.09)Jamie 夫人 
商村田 社友夫人(10.11)Sticker 夫人 
李明川 前社⾧夫人(10.15)P.P. Water 夫人 
黃軒凱 社友夫人(10.15)Park 夫人 
李威毅 社友夫人(10.15)Mark 夫人 

♥ 羅國志 社友(101.10.07)Wine 
曲献珠 女士(結婚七週年紀念日) 

♥ 簡哲雄 前社⾧(59.10.10)P.P. Oral 
林淑芬 女士(結婚四十九週年紀念日) 

♥ 黃軒凱 社友(70.10.13)Park 
陳秀媚 女士(結婚三十八週年紀念日) 

♥ 蔡居祥 社友(80.10.15)Jet 
林寶玲 女士(結婚二十八週年紀念日) 

 

 

 

 

 

 

 

 

 

 

 

 

 
 

 

時間：108 年 10 月 4 日(星期五)  
下午 4：00 註冊 4：30 開會 

地點：凱達大飯店 3 樓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伉儷、Service 祕書伉儷 
 

時間：108 年 10 月 16 日(星期三) 
上午 10：30 報到 11：00 攝影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參加人員：Michael 社⾧、P.P.Diamond、 
P.P.Miller、P.P.Terry、P.P.Gas、 
Food、Green、Jamie、Nick、 
Post、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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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花絮 

下午茶時間-扶輪論壇 

 
主持人：P.D.G. Victor 賴正時 
與談人：P.D.G. Carbon 洪學樑 

P.D.G. Syo-Tei 劉祥呈 

 

● 陌生人透過商業及友誼來結緣 
● ㇐個可以讓事業人士分享友誼的社團 
● 以職業為出發點，強調友誼及相互協助商業上的

利益 
● ㇐個以促進聯誼及事業發展的社團 
『扶輪之創始為商業利益及友誼之結合』 

      * 從“利己”開始 

㇐、每週的例會 - 強調友誼為㇐切的基礎，每週的
相見成為友誼的基石。 

二、職業的分類–讓參與者為廣泛性的職業，專業
人士的代表，強化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 

三、每週的節目–讓人生有不斷成⾧的機會，讓永
遠的人生學習使你更加精進淬鍊成⾧。 

四、偉大的胸懷服務志業–成就自己是為造福更多
週邊的人，進而影響整個社會，更發展至國際
空間，為世界和平盡力。 

● 每週開例會的社團–強調友誼的價值。 
● 促進事業發展的社團–創造學習成⾧環境。 
● 每㇐種專業或事業不能超過特定人數—職業分

類。 
● 每位新加入者的人品必須得到其他社員認同—

入社規範。 
● ㇐起享受聯誼彼此可以生意來往。 
● 社團名稱的制定—扶輪社“ROTARY CLUB” 
● 社員間彼此用社名稱呼。 
● 開會前以歌唱來歡喜心情的社團—(歌聲、掌聲、

笑聲)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事業
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第㇐、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

㇐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價值；及每㇐扶輪社
員應尊重本身之業務，藉以務社會。 

第三、每㇐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
業及社會。 

第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
務人士，以世界性聯誼，增進國際間瞭解、
親善與和平。 

● 社務服務   ● 職業服務 
● 社區服務   ● 國際服務 
● 新世代服務 

● 『誠信』Integrity ● 『簡樸』Frugality 
● 『寬容』Tolerance ● 『無私』Unselfishness 
─ 保羅哈里斯人生的座右銘 ─ 
      (1911 年 Paul Harris) 

美國伊利諾州  芝加哥市 

       愛德華大學畢業 

 

(1868~1947) 

 



 

 

● 是否㇐切屬於真實? ●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 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 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對於這些參與扶輪運動的人所能提供的起
碼利益，是讓他們感到他們所提供的服務是值得的。
假如不是為了藉著友善的接觸以充實生活內容，以
及在例會中所提供的文化節目以改善其精神及道
德展望，恐怕就沒有人願意參加扶輪社例會了”。 

～ 保羅哈里斯著- My Road to Rotary” 

㇐、聯誼－相處的基礎、相互交流學習的機會。 
二、節目－不斷學習成⾧、提升自我，每週例會為

永續經營培養。 
三、服務－扶輪的核心價值、關懷人類追求世界和

平。 
學習      成長     服務 

● 扶輪精神主軸：誠信、簡樸、寬容、無私 
● “寬容”－ 保羅哈里斯最為推崇 論述最多 

“友誼是建造扶輪大樓的基石，而寬容是結合扶輪
的穩固元素” 
“寬容精神使扶輪結合世界上企業及專門職業人
士的友誼，寬容精神使㇐切成為可能” 

“如果更普遍性的寬容精神，證明成為努力的為唯
㇐永久性結果，僅僅如此扶輪就有其存在的價值” 

─This Rotarian Age─扶輪時代 

“扶輪事實上是㇐所成年人社會生活之教育學校” 
Rotary is in a fact a school for adult education 
in the affairs of social life. 

－保羅‧哈里斯－“My Road to Rotary”～ 

人生在不斷學習、成⾧-扶輪所做的就是 
"人格教育"－保羅･哈里斯－ 

“扶輪的目的在於造就扶輪社員的人格“ 
扶輪立法會議 23-24 號決議案 

保羅哈里斯~ 
創造人格價值比創造財富重要 

              (追求人永遠存在的價值) 

“世上沒有比造人的工作更值得做的事情，因此扶
輪的首要工作在造人” 
(Rotary’s first job is to build a man) 

- 1974 -1975 William R.Robbins - 
威廉‧羅賓斯 

“不用夢想有㇐個完美的世界，除非我們造就㇐些
完美的人放在世界上” 

─斯賓格拉─  Spemgler 

有太多先人的至理名言，都是我們奉行的準則，是
扶輪的中心思想 
   對  個人 “修身養性” “培養氣度” 
   對  職業 “道德規範” “提升經營能力” 
   對  社會 “服務奉獻” “貢獻智慧財力” 
   對  人類 “愛心關懷” 

“防止飢餓，預防疾病，倡環保愛地球” 
   對  世界 “親善和平” 
這些都是扶輪的<中心思想>也是扶輪最大的特色 

扶輪提供我們㇐個很好相互學習的環境 
扶輪提升我們經營事業的能力 
扶輪教導我們謙虛包容養成良好品格 
扶輪優質社友是我們家庭的模範 
扶輪社友相互幫忙擴大我的人際關係 
扶輪為我們立向服務的人生觀 
扶輪讓我們胸懷人類，激發內心善念 
扶輪創造㇐個有完美人格的我們 
其實，扶輪已經給我們 “我們所想要的” 

確立㇐個服務的人生觀 
選擇㇐條人生正確的路 

-加入扶輪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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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3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Banker,Frank,Franklin,Food,Garden, 
Jia-Pin,Park,Seven,Skin,Steven,Tech,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Miga 主席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本社 

Alex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本社 
四、捐款報告 

 
  270,000 

Tiger  4,250 
Bank  4,250 
Boss  4,250 
Post  4,250 
Terry  6,250 
Truck  6,250 
James Kao  4,250 

  33,750 
  NT$303,75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ichael PDG
 3,000 

Glue  1,000 

Charles 

1. Carbon Syo-Tei
Victor PDG

  2. Michael Life
Service

PP  

10,000 

Stone 
PDG

PP
 

1,000 

A Cheng PDG
 1,000 

Tea 9/28  1,000 
  17,000 

 
 
 
 
 
 
 
 
 
 
 
 
 
 
 
 
 
 
 
 

時間：108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下午 6:00 
地點：上海銀鳳樓(板橋區中山路㇐段 2 號 3 樓號) 

第二次爐主： 

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陳福源 林明正 鄭光欽 

劉引巨 曾金川 林志郎 饒吳冠 陳主義 吳榮欽 

高智堅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爐主竭誠敬邀全體社友伉儷踴躍參加~ 

第 2743 例會 

                       108 年 10 月 01 日 

●板橋扶輪家族九社聯合例會 

第 2744 例會 

                       108 年 10 月 10 日 

●適逢國慶連假，休會㇠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