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8 日   第 1355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主講者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盧

蘇偉先生、來賓正坤針車公司董事長蕭慶安

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鄭翔隆

先生、團長當選人孫孝儒先生、謝準提先

生、周忠治先生、黃嘉瑩小姐、黃嘉琪小姐、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First 生日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鄭翔隆先

生，邀請各位 Uncle 撥冗參與新舊任團長、

幹部交接典禮，謹訂於六月三十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假社館舉行。 

 秘書 Otoko 報告： 

(1)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敬邀社友夫人於

五月廿五日、六月一日二次例會，蒞臨

社內練習合唱。 

(2) 前社長 George 八十晉一壽宴，謹訂於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六時三十分假

台北國賓飯店舉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出席。 

(3) 社友 Stainless 謹訂於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土城海霸王餐廳

舉行新北市土城宜蘭縣同鄉會成立大

會。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4) 恭喜 P.P.Wood 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屏東廠落成，謹訂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

日)上午十一時假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

三民路 330 號舉行。 

 社友 Toms 介紹主講者： 

姓名：盧蘇偉先生 

學歷：中央警察大學犯罪防治學博士班研 

       修、台北大學犯罪研究所碩士 

現任：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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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板橋地方法院少年保護官 

出版：陪你去環島、看見孩子的叛逆、飛行 

少年、0-6 歲關鍵教養、態度是關鍵… 

等數十本暢銷書。成功父母手冊、贏 

在 21 世紀的秘訣…多媒體課程。 

賞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天才 

  

 

 

 

 

 

 

 

 

 

 

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盧蘇偉先生 

八歲一場高燒引發致命的腦膜炎，讓我記

憶功能嚴重受損，智商只有七十，從小就念啟

智班，一直到小學五年級才知道如何看時鐘；

我的前半生，用眼淚堆築而成，同學把我當馬

騎，有老師罵我是腦震盪的豬，只有家人不放

棄，「母親說，如果我是豬，也會是最聰明的

豬。」 

我的數字跟圖形記憶完全失去功能，但是

卻在邏輯分析與創造思考上，有自己的長處，

也正因為這樣，我接受特殊教育，大學考了七

次，終於完成不可能的任務，考上警察大學犯

罪防治系，我在老師跟同學的「同情」下念完

大一，大二時，馬傳鎮教授，發現我的記憶理

解能力像個白癡，但邏輯分析及創造思考能力

卻有如天才，因此馬傳鎮教授說，我不是笨，

我只是聰明得跟別人不一樣。自此在我腦袋中

炸開了一扇窗。 

我並不是笨，而是聰明和別人不一樣！ 

   我之前成績不好只有一個原因，老師考的

我沒讀到，老師要的答案我沒給到，成績好只

有一個原因，讀老師要考的，給老師要的答案，

老師就給我要的分數。我有一種雀躍不止的心

情，「我要把上帝欠我的分數討回來！」每一

次考試我都十分興奮，上帝把過去沒給我的分

數，全還給我了，還給了我更多！ 

   我運用我的優勢能力，分析、整合、組合

的能力，將雜亂的資訊，整合成有系統的知識，

更重要的是讓我對知識的領域，有了明確的認

識，任何的知識一定要有系統，才有價值，沒

有系統的知識只是資訊而已！ 

在往後的考試，對我而言，只是輕而易舉

的事，只要準備好老師的答案，在考試卷上舖

陳嚴謹、周到而深入，甚少有不得高分的，畢

業時，我以系上第三名畢業，畢業那年即以第

三名考上高等考試司法行政觀護人類科，每每

我遇到苦讀而屢挫敗的學子，心中都會升起一

股悲憫──用功認真是對的，但一定要用對方

法，勤能補拙，但若方向偏了或方法錯了，勤

反而成了一條無止境的路，很難見到自己要的

成就！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盧蘇偉先

生，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新莊南區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三峽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典華餐廳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5日(星期三)17:30 

地點：樹林海產大王餐廳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7日(星期五)17:30 

地點：樹林龍鳳城餐廳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0 週年】 

時間：6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土城大三元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46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 Ticc 信義會館 

【蘆洲湧蓮扶輪社授證 5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二)17:30 

地點：蘆洲典華會館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 

時間：6月 15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扶輪訊息~2013 立法會議摘要

~截取至 3500 地區前總監謝三連(PDG Archi) 

今年 4月 21 日(週日)～4月 26 日(週五)於芝加哥市中心萬豪酒店(Chicago Marriott 

Downtown Magnificent Mile）舉行的立法會議已完滿舉行完成，台灣有七位立法會議代表出席參

加，包括吳忠光前總監(D3460 PDG John)、張樹福前總監(D3470 PDG Joseph)、康義勝前總監(D3480 

PDG Kambo) 、郭道明前總監(D3490 PDG Trading)、李一鳳前總監(D3510 PDG Gold) 、蔡有成前

總監(D3520 PDG Surgeon)以及我，對於大家這是一次難得的經驗及愉快的旅程，我已將本次會議

的重點摘要整理完成，提供地區社友參考。 

本次會議提案件數及通過件數如下， 

制定案提案 150 件，通過 52 件，交付理事會 7件。 

決議案提案 49 件，通過 6件， 交付理事會 1件。 

開會前撤銷提案 30 件。 

開會前增加 1制定案 (13-200) 通過。 

國際扶輪立法會議是每三年舉行一次，在這一週的立法會議，立法代表們表決國際扶輪及會員社

所提出的的 200 個議案。。 

會議批准了一項扶輪社友支付給國際扶輪的會費每人增加 1美元的年費，從 2014-15 年開始後

的三年，每年增加了 1美元，扶輪社友 2014-15 年繳納 RI 的會費是 54 美元，2015-16 年是 55

美元，及 2016-17 年的 56 美元。。 

這些增加是基於國際扶輪理事會在 4月 21 日提交給立法會議代表的一個五年財務預測報告。

據預測，如果沒有會費增加，在 2018 年 RI 的赤字將增加 900 萬美元，一般剩餘基金將會降在

RI 章程要求的水平以下。會費的增加，在 2018 年赤字將降至 500 萬美元，根據預測，一般剩

餘資金將在 8,800 萬元以上規定的水平; 支持者認為增加的會費，將是足以跟上通脹而不需要

削減服務。會費是扶輪社的運作的主要資金來源。 

批准設立副總監，副總監的作用會是在地區總監暫時或永久無法繼續擔任總監職責的情況下，

更換總監。副總監將由地區提名委員會區從過去的前總監之中遴選。 

增加扶輪社參加試驗計劃的社數，從以前的限制的 200 社增加到 1000 社。國際扶輪理事會採用

的持續長達六年的試驗計劃，以測試新的構想，方法和扶輪社的組織架構。在這些實驗中，參

加試驗且充分運作的扶輪社，可免於一些扶輪社模範章程的規定。 

批准了一項措施，允許美國和加拿大以外地區的扶輪社員收到其官方扶輪地域雜誌的電子版。

在 2010 年的立法會議，允許美國和加拿大境內的扶輪社員可以選擇接收數位版的扶輪雜誌。 

批准更改扶輪的第五大服務的名稱，將目前所稱的新世代服務，改為青年服務。2010 年立法會

議批准了這一項為青年服務，加入扶輪社的四大服務（社務服務、職業、社區和國際服務）。新

世代的名稱是為了反映需要建立下一代的扶輪社員，但變更名稱的支持者認為這個詞“青年”

是更能普遍的理解，不管是扶輪社或外界，並澄清了這些計劃是鼓勵扶輪社員強化青年。 

批准允許地區有無限多個網路扶輪社，去除以前每個地區的只能有兩個網路扶輪社的限制。網

路扶輪社電子化的會議，開展服務計劃，有時也舉行親身在場的會議。 

批准了一項措施，允許參與扶輪社服務計劃的項目計入扶輪社出席的規定。這項措施模範扶輪

社章程的修訂，提供的社員每半年必須出席至少有 50％的扶輪社的定期舉行會議或從事至少 12

個小時的服務計劃，或兩者結合。 

刪除從 RI 章程中的差旅費報銷政策。這將使的 RI 理事會制定的政策較靈活的，能夠解決緊急

情況下的旅遊，能夠利用節約成本的機會。 

在審議的最後一天星期五，大會拒絕了幾項決議，已要求的 RI 理事會的決議案，為不同年齡組的

範圍，包括 EarlyAct KidAct，ElderAct 的 RI 理事會正式承認的計劃。 

他們通過決議，要求理事會考慮讓扶輪社員的孫子獲扶輪基金會計劃，使受自然災害的扶輪社

友家庭成員將有資格豁免的規則，並獲扶輪獎助金。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五日 

第 1356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 

 

下週節目 

六月一日 

第 1357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 

 

下下週節目 

六月八日 

第 1357 次例會 

為舉辦「授證第二十六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

夕」故經理事會決議提前至六月二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

廳舉行例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5月18日   第135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Duval、Frank、Herbert、 

Jerry、Jeremy、Lankes、Lawyer、 

Ming-Long、Noni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5月18日   第135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81,400

First 3,000 Smile 2,000

Frank 2,000 Stock 500

Land 1,000 Tea 1,000

Otoko 500 Tom 2,000

Roberta 2,000 Wood 2,100

小計：      $16,100 總計：   $1,097,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183,200

Bright 5,200 Shige 7,700

First 5,200 Smile 7,700

Frank 5,200 Tom 5,200

小計  ：   $36,200 總計：   $1,219,4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47,500

Dental 2,000 Otoko 500

Eric 6,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tainless 500

Jason 1,000 Stock 500

Land 1,000 Tea 2,000

Masa 1,000 Wood 1,000

小計  ：    $17,500 總計：     $65,000

 

恭喜~前社長黃文龍(P.P.Wood) 

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落成 

時間：6月 23 日(星期日)11:00 

地點：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民路 33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