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5 日   第 1317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RYE Outbound 學 生 邱 奕 淳 先 生 、 RYE 

Outbound 學生家長邱顯忠先生、Otoko 公子

賴冠廷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Lawyer、Jason，生日快樂! 

 社長 Land 代理地區總監 Young 頒發地區委

員會聘書予尚未領取之前社長們。 

 秘書 Otoko 報告： 

(1) 社區服務-十七社世界清潔日，謹訂於

九月十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土城

堤防道外浮洲橋下舉行。敬請全體社友

寶眷踴躍報名。 

(2)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考上高中、

專科、大學、研究所者，敬請於 9/5 前

告知余 s，社內將在 9/23 爐邊會時頒發

獎學金、紀念品予各位莘莘學子。 

(3) 請社友踴躍推薦，確實需要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會獎學金，博士班或碩士班人

選。本年度社內累計捐獻金額，可推薦

博士、碩士學生各一位。 

(4)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謹訂於十月

四日(星期四)舉行，敬全體社友寶眷儘

速報名。 

(5)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

二十日(星期六)舉行，敬請全體社友踴

躍推薦。 

(6) 社長 LAND 致贈社友伉儷之 POLO 衫、背

心原訂今日例會發放，但因工廠放颱風

假無法出貨故延至 9/1 例會時發放。 

 RYE Outbound 學生邱奕淳先生歸國報告： 

       去年八月，我前往半個地球之外的巴 

西，開始了十個月的交換學生生活。在去巴 

西的時候，剛好跟另一位同學搭上同一班飛 

機，於是我們就這樣飛了三十個小時來到了 

巴西。 

第廿六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2012/Sep/1 Vol.26 No.9



       我的接待社是 Marechal Cândido Rondon 
，屬於巴西的 4640 地區，抵達巴西時，home 

爸和社長來接我，剛到的時候接待家庭就幫 

我辦了一個迎接派對，請了許多親友來。我 

去的地方是一個人口四萬的小城，跟我想像 

中的巴西玩全不同，就是那種安靜的小城， 

而且人都是德國和義大利人的後裔，所以都 

是白人，許多長輩都會說德文，而且他也有 

巴西別的地方見不到的啤酒節。一開始的時 

候人生地不熟，但是同學們還是盡量的跟我 

講話、交朋友。 

       第一次扶輪社的地區交換學生聚會是 

在伊瓜蘇市，當時遇見了許多交換學生，才 

體會到交換學生是多麼好的一群人，大家都 

非常的友善開朗，我們去了世界第一大的伊 

瓜蘇瀑布，那真的只能用雄偉壯觀來形容。 

       之後十月多的時候我參加了一次大旅 

行，認識了更多的交換學生，也做了許多從 

沒做過的事，例如騎馬、浮潛、泛舟等。從 

大旅行回來後漸漸的習慣當地的飲食和文化 

，交了比較多的朋友。在今年一月份，我又 

去了另一次大旅行，時間長達四週，這次是 

坐遊覽車沿著巴西的海岸一路北上再南下， 

沿途去了許多漂亮的海灘，也體驗到了真正 

的巴西文化，還去了上帝之城-里約。回到接 

待城市之後語言漸漸進步，能夠跟朋友們正 

常的溝通。 

       這一年的經驗真的令我永生難忘，我學 

習到很多，也有了一些成長。要特別感謝板 

橋東區社各位長輩的協助，讓我有這個特別 

的機會。 

 社長 Land 與邱同學交換小社旗，恭喜他從巴

西平安歸國並獲益良多。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Stock 主持，討論

爐邊會與社內例會合併舉行時，則社友慶生

活動如同在社內也購買蛋糕慶祝。 

 代理出席 Lawyer、糾察 P.P.Eric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

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20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 

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 

乙面、紀念品乙份。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日期：10 月 4 日(星期四) 

行程： 

時間 內容 

08:3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馥華飯店出發 

09:0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參觀南僑觀光工廠(桃園縣龜山工業區興邦路 35 號)  

12:00 午餐 

14:00 參觀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新北市八里區下罟子 12 之 6 號) 

15:30 參觀八里垃圾焚化廠(新北市八里區下罟里下罟子 65 號) 

17:30 晚餐 

備註：為安排各項事宜，敬請社友寶眷儘早報名。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長筒防滑鞋暨表揚志工 

時間：8月 26 日(星期日)10:00 

地點：大阪根森林溫泉渡假村(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台灣地處亞熱帶，假日時節，海濱、溪流戲水人潮眾多，為了維護水上救生安全，紅十字會 

除了積極培訓水上安求救生員與救生教練外，更組成水上安全救生志工團隊，守護游水民眾 

的生命安全。每年的炎夏時刻，都可見到紅十字會的志工，定期定點的輪流至各水域，義務 

從事水上救生的工作，他們幾無暇日，犧牲奉獻，從不以為苦，由其近年溺水事件頻傳，不 

時都有救溺的感人事蹟，紅十字會志工們默默奉獻的精神，值得我們讚揚。 

 

 

 

 

 

 

 

 

 

 

                                        

社長 Land、社區主委 Hero 代表致贈長筒防滑鞋     社長 Land、社區主委 Hero 代表表揚志工 

 

 

社區服務-頒發台灣慈幼會弱勢家庭孩童獎助金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5:00 

地    點：聖約翰科技大學(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101 年度慈幼相見歡，邀請受助學金之學生、家長參加，讓認養人與受助學生透過此活動， 

可以有機會當面訴說對彼此的關心，也讓受助學生與家長，藉由一天的聯誼活動讓親子關係 

更加親密並增進與認養人之間的情感。最後，由社長 Land、台灣慈幼會會長 P.P.Smile 現場 

頒發 101 年度獎助金，每名 6000 元，共 28 位受助學生領取獎助金。 

 

 

 

 

 

 

 

 

 

 

  

 感謝聖約翰科技大學學生擔任活動志工           受助學生致贈與會人士感謝海報 



本週節目 

九月一日 

第 131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吳晉福 

 主  講  者：亞東醫院醫學美容中心 

主任 蔡宗樺先生 

 講      題：醫美停、看、聽 

 

下週節目 

九月八日 

第 131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洪敏捷 

 主  講  者：亞東醫院整形外科 

醫師 黃慧夫先生 

 講      題：粉瘤不可輕易忽視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夫人(09.0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8月25日   第131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40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right、Decor、Dental、 

Duval、Herbert、Jerry、Just、Kevin、 

Main-Long、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Catha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8月25日   第1317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250,000
AL 4,000 Master 1,000
ENT 1,000 Noni 1,000
Eric 1,000 Otoko 1,000
First 1,000 Roberta 1,000
Fuku 1,000 Smile 5,000
Hero 1,000 Stainless 1,000
Jeremy 1,000 Stock 1,000
Junior 1,000 Sunny 2,000
Land 5,000 Sun-Rise 1,000
Lankes 2,000 Tea 1,000
Lawyer 4,000 Toms 2,000
Life 1,000 Tony 1,000
Lobo 1,000 Trading 2,000
Masa 2,000 Wood 1,000
小計：      $47,000 總計：    $297,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96,000
Aero 5,200 Smile 7,700
Junior 5,200 Sun-Rise 5,200
Kevin 5,200 Tom 5,200
King 5,200 Toms 5,200
Lawyer 5,200  
小計：      $49,300 總計：     $245,300

 

第 26 屆內輪會 

時間：9月 4日(星期二)12:00 

 地點：台北長榮桂冠酒店三樓牡丹廳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63 號)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準時 

撥冗出席。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 8日(星期六)10: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郭祐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