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18 日  第 1516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Junior： 

歡迎主講者綠色騎跡發起人張晏鐘先生、領唱

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Tom、P.P.Wood 夫人，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Jason 報告： 

第二十九屆第四組內輪會，謹訂於六月二十一 

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假大遠百板橋店-和食 

EN 舉行。 

 P.P.Sun-Rise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晏鐘先生 

出生：1985/9/17 

學歷：台北科技大學電腦與通訊研究所 

曾任：美商超微電腦 

現任：TRIPBAA 趣吧亞洲自由行電子商務平台 

共同創辦人 

榮譽：2012 綠色騎跡北京種樹到羅馬計畫 

      2014 年受邀成為 TEDxTMU 年會講者 

單車北京到羅馬 

  

 

 

 

 

 

 

 

 

綠色騎跡發起人張晏鐘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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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出去看看這個世界嗎，同時，想為世界

做一點什麼嗎 

因為有勇氣，你決定跨出去看看這個世界 

或許之後，因為你的貢獻，世界也就這麼看

見你了！ 

在 4/22 世界地球日的這一天，「我們決

定騎著單車，以最低碳的方式橫跨歐亞大

陸。」這四年來，在計畫旅行的過程中，一

個不容忽略的聲音提醒著我們：地球病了！

氣候變化、生態破壞都是不爭的事實，再加

上近年來天災人禍不斷。我們希望藉由這次

的旅行回饋地球，賦予單車壯遊更深層的意

涵。 

我放下了工程師工作，這趟旅程除了

我、陳麒文，還有一位法國人花樂梅

(Fleur)，旅程預計從北京開始，途中將經過

中國、哈薩克、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

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瑞士、義大利，

最後在梵蒂岡畫下句點。 

我們透過雙腳踩著單車，用最環保的方式來

旅行，歷時 120 天，橫越歐亞大陸，化足跡

為生機，「騎單車種樹」身體力行來喚醒更

多人，對於環境保護的重視。我們橫跨歐亞

13 國，在沿途中種下了 335 棵樹苗，以自己

的力量透過沿路播種的方式，讓走過的土地

長出綠色的樹苗，替地球繫上一條綠色的生

命線來為她祈福。 

人總說「有夢最美，希望相隨～」夢想

是值得支持的，環保更是現代人應該關注的

議題，若能親力親為，將夢想與環保結合，

還能將夢想的意義加深加廣！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張發起

人車馬費、小社旗。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暨 

土城東區社創社授證】 

*時間：6月 26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土城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二)17:30 

*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 

【樹林扶輪社授證 35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30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樹林水產大餐廳 

 

扶輪 ABC 

【不尋常的補出席】 

那些扶輪社員必須旅行最遠補出席?如果

你位於法屬中太平洋，大溪地，也是距

離任何扶輪社最遙遠的，巴比特扶輪社

社員，你答對了。地球最南端的例會是

南極洲的馬蘭比歐基地扶輪社。你如果

要訪問最北端的扶輪社，你就必須遠行

到挪威本土北邊，斯瓦爾巴群島的斯瓦

蘭巴扶輪社。 

我們可以說扶輪社例會每日的每小時在

世界的某個地方召開。如果每天參加一

個例會，你得花 80 年訪問全世界 3,400

扶輪社，而且到那時候，無疑的將會有

成千上萬新扶輪社可以去出席了。 

但是今天，扶輪社員根本不需出家門就

可以補出席。網路扶輪社(e 社)讓你 24

小時在線上補出席，加入

世界每個地方的社員會

談。 



扶輪訊息-扶輪世界 
【扶輪社員人數】 

 有 535 個扶輪地區，35,114 個扶輪社，1,290,491 名扶輪社員。 

 有 8,520 個扶輪社區服務團，參加扶輪社區服務團的團員人數有 195,960 名。(估計值) 

 有 275 個網路扶輪社，它們的扶輪社員有 5,900 名。 

 有 175 個衛星扶輪社，它們的扶輪社員估計有 1,750 名。 

 超過 31 萬人是扶輪前受獎人(曾經透過各種計畫經歷過扶輪的個人，包括扶輪少年服務團、

扶輪青年服務團、青少年交換、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和平獎學金、全球獎助金獎學金、職業

訓練團隊、地區獎助金獎學金、新世代服務交換、扶輪基金會先前各項計劃的受獎人) 

【扶輪社大小】 

 扶輪社的平均社員人數為 34 人 

 1,349 個扶輪社的社員人數不到 10 人，平均是 7.3 人 

 有 5,082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不到 15 人 

 有 9,638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不到 20 人 

 有 14,435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不到 25 人 

 有 6,166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超過 50 人 

 有 851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超過 100 人 

 有 58 個扶輪社其社員人數超過 250 人 

 規模最大扶輪社在美國奧克立荷馬州的奧克荷馬市扶輪社，社員人數有 664 人。 

【社員人口統計資料表】 

 248,488 名扶輪社員(佔 20%)是女性 

 95 位地區總監(佔 18%)是女性 

【依年齡區分的扶輪社員百分比】 

 29 歲以下-2% 

 30-39 歲-8% 

 40-49 歲-16% 

 50-59 歲-25% 

 60-69 歲-27% 

 70 歲以上-22% 

 

6 月是扶輪聯誼月 
 

趁這個時候提升對種種扶輪聯誼會的興趣及增加會員，並以透過共同的 

興趣與職業頌揚服務的理想。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五日 

第 151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二日 

第 1518 次例會 

【第 29、30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3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新年度紅 

色領帶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薛松茂前社長夫人(35.07.02)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宏社長當選人(74.06.25)3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5年 06月 18日   第 151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10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Kevin、Polo、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Navigare、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 06月 18日   第 1516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325,700

AL 2,000 Jason 1,000

Herbert 2,000 Roberta 2,000

Hero 1,000 Trading 2,000

小計：     $10,000 總計：   $1,335,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133,300

Frank 5,200 Herbert 20,800

小計：      $26,000 總計：   $1,159,300

  
友社交接典禮 
【板橋扶輪社】 

時間：7月 1日(星期五)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板橋西區扶輪社】 

時間：7月 4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 

【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7月 5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