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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心語

13-14年度--是個很特別的年度。它的到來，象徵
著2012年世界毀滅陰霾的消逝與對扶輪及公益一

生一世愛的開展。而2010-11年度在PDG Victor任內
的諸多捐款，也在今年回到地區，讓我們可以進行

多項精彩的公益服務。此外，今年也有多項國際性

的扶輪活動都將在台灣辦理，我很榮幸能在這個特

別的一生一世的年度裡，接任總監一職，與大家共

同攜手面對未來精彩燦爛的一年。

回顧兩年多前，在三分區社友的極力舉薦下，

David代表三分區接下總監提名人的角色，心中十分
忐忑，深恐名微德薄，能力有限，有負眾人所託。

故而兩年多來，無時無刻不戰戰兢兢的觀摩學習，

以期勝任總監一職，做好對3490地區所有社友的服
務工作。

接下此份重責大任，心中除了對自己的自我期

許外，同時也希望帶領3490地區扶輪人走出更寬
廣的格局，方不負RI社長、所有前總監及社友們的
期望，故而想於此，為大家做一些國際扶輪社長，

朗‧伯騰Ron D. Burton年度主題「參與扶輪，改變
人生」的理念闡述。

RI社長與我們分享了一個小故事，敝人亦深有同
感。他說他高中時是很活躍的同青會領導人，之所

以未加入後來的同濟會，卻成為扶輪人，而一路至

RI社長，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有人開口邀請了他
加入扶輪社。

誠如眾人所知，其實我本人亦是木訥而拙於言辭

的。在經營一個成功的企業的同時，加入扶輪也對

我的領導管理和視野格局上產生了很大的助益。因

為認同扶輪，所以願意來擔任此份重責大任，而我

想地區裡有很多扶輪領導人應該都和我有同樣的想

法。

身在台灣的每位熱血的扶輪人，都應該深刻體

會到，我們現在其實正站在歷史的轉悷點上。換言

之，我們都正在為台灣創造歷史。綜觀一百多年來

從
你
我
開
始

改
寫
歷
史
文︱ 2013-14年度地區總監  
吳維豐 DG David

Governor 
Monthly No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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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輪歷史，台灣從來沒有像今日這樣接

近國際扶輪的核心，2014-15年台灣將誕生
第一位國際RI社長，而若我們戮力促成各
社寶眷社友的推行，我們也將順利將繁體

中文推進國際扶輪，讓它成為正式的官方

語言。大家可以想想，若干年後，我們的

夢想若可以成真，那將是華人區多大的驕

傲！特別是對應台灣目前在國際上處處受

制於中國的無奈處境，我們所達成的成就

將會是空前絕後的！我想所有參加過國際

年會眼見國旗飄揚而激動落淚的扶輪人們

應該都會與我心有戚戚焉！

綜上所述，大家應該明瞭，我想向大家

請託的重點了。

第一：請開口邀請你的好友夥伴、社會

賢達人士參與扶輪，說不定你新邀的夥伴

哪天也會成為地區總監或RI社長呢！

第二：敬託各社社友理事們可以盡量百

分百促成寶眷社友的計畫成行。我們將寫

下一頁台灣的新史，讓社友順利超過3萬人
次，讓繁體中文登入國際扶輪的殿堂！

此外，今年也很榮幸，台灣於三年前

爭取到亞太扶青團會議將在2013/9/7~9/10
於高雄義大舉行，亦請各社可以提撥一萬

元經費贊助，並贊助一名扶青代表參與盛

會。而另一項是今年的10B地帶研習會亦
將於2013年12/6-12/8日於台北圓山舉行，
請各位優秀的扶輪領導人要把握這次不用

出國的國際盛會。

談完上述比較嚴肅的話題，也想跟大家

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新聞。那就是，我們

2014-15的RI社長當選人GARY，擬將「這
是咱的扶輪社」CD，發行至全世界各個扶
輪社，讓世界各地的扶輪菁英也都來學台

語唱台灣歌喔。如果這樣的場景在國際年

會實現的話，那應該是個有趣又感人的畫

面。台灣人要出頭天！

最後還有兩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請

大家努力鼓勵周遭親朋好友參與扶輪外，

我們可以透過各種研習會，增加他們對扶

輪的了解，讓他們可以快速定著，所以我

也很重視各種研習會的舉辦，到六月底前

已舉辦六場針對13-14年扶輪領導人的研習
會。其中有一項特別重要的，就是今年新

增地區獎助金研習會。RI很重視獎助金的
變革，也期望讓各地區社區服務經費的利

用更有效率，故而賦予各地區總監更大的

運用彈性，我們也將盡快按各分區申請計

畫撥給各分區，期望今年大家都有傑出亮

眼的社服計畫實踐！

今年我們也將有一個大型的國際WCS計
畫，即越南的人道醫療救援計畫。活動內

容會在下期與大家分享，敬邀大家細細品

味13-14“參與扶輪改變人生”的每道精緻
饗宴！

改寫歷史，從你我開始。我們一起加

油，感恩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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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的這個時候，身為扶輪社員著實令人興奮到難以置

信。這個扶輪年度可能是我們在扶輪經歷的最佳的年

度之一──但是它取決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們現在正在書

寫對小兒痲痹作戰的最後一章。雖然這是一段漫長、艱苦

的旅程，我們已從中學到許多寶貴的教訓。我們學到如果

團結起來，我們可以移動整座山、我們可以改變人們的人

生變得更美好、我們真的可以給世界帶來改變。或許學到

的最大的教訓就是我們給自己的挑戰越多，我們的成就也

越多。

我們也正在扶輪基金會璀璨的歷史上展開新的一章。我

們何其榮幸能有機會啟動全新的獎助金架構──即眾所周

知的未來願景。這賜給我們機會去挑戰自己，以我們全部

的資源去做出最大的貢獻。請想一想，當我們的基金會更

強大、我們的扶輪社有更多充分參與扶輪服務的扶輪社員

之後，我們能多做多少事。

此刻我們應該認清我們面臨的真正挑戰不只是吸引新社

員加入扶輪。我們的挑戰在於把所有社員都變成真正的扶

輪社員。我們的挑戰在於協助社員參與扶輪──協助他們

發覺他們擁有的潛力與如何以扶輪服務改變人生。我們必

須確定每一位社員都能積極參與並做出貢獻，創造真正的

改變──因為當你在扶輪進行有意義的工作時，扶輪就對

你漸漸產生意義。

當我們發覺我們能在扶輪達成什麼時──當我們真正參

與扶輪時──人生才會因此改變。我們改變了那些需要我

們幫助的人的人生。這是必然的。在這個過程，我們自己

的人生也會改變。那也是必然的。那就是我們2013-14 年度
的主旨：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此時我們應睜開眼睛，看清我們每一個人透過扶輪所具

有的潛力。扶輪讓我們達到更高境界、做更多事、參與我

們個人所不能完成的偉大事業。無論我們給予扶輪多少，

我們都會獲得更多的回報。那也是必然的。

讓我們在2013-14 年度發揮所有潛力吧。能發揮潛力與否
取決於我們。我們能透過參與扶輪服務、參與扶輪、持續

受到激勵、以及每天記得我們在扶輪擁有的稟賦，來發揮

潛力。團結在一起，我們將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團
結

文︱ 2013-14年度RI社長
朗‧伯騰 Ron D. Burton

RI社長文告
RI President 
Monthl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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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騰原來擔任奧克拉荷馬大學基金會會

長，於2007年退休。他是美國最高法院
律師協會、克里夫蘭郡律師協會及奧克拉荷馬

州律師協會的會員。他也是美國律師協會聯會

(ABA)、ABA免課稅組織委員會組、ABA慈
善組織不動產、遺產認證及信託委會員組的會

員。他是美國童軍協會最後邊疆分會的前副會

長，曾榮獲銀狸獎。他也曾榮獲諾曼聯合勸募

及小聯盟年度義工市民獎。

伯騰自1979年成為扶輪社員，是美國奧克拉
荷馬州諾曼扶輪社社員。他曾擔任國際扶輪的

地區總監、立法會議代表(1992年及1995年)、
國際扶輪講習會小組討論領導人及主席、地帶

訓練師、扶輪知識顧問、特別工作小組及委員

會委員、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及國際扶輪社長侍

伴。他曾任2011年紐奧爾良年會委員會主委。

擔任理事期間，他曾任執行委員會、行政管

理委員會及審計委員會主委。

此外，他曾任扶輪基金會的發展委員會顧

問、永久基金行動全國顧問、地域扶輪基金會

協調人、國際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委員會委

員、永久基金領導團隊委員、根除小兒痲痺等

疾病演講人團團員及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訓

練計畫主席。他在2006-10年擔任保管委員並在
2008-09年度擔任保管委員會副主委。他也曾擔
任未來願景計畫委員會委員及副主委。

在2013-14年度，朗．伯騰Ron D. Burton將擔
任國際扶輪社長。

伯騰曾獲頒國際扶輪的超我服務獎及扶輪基

金會的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獎以及無小兒麻

痹世界國際服務獎。他與夫人潔妲Jetta是保羅
哈理斯之友、永久基金捐助者、巨金捐獻人及

扶輪基金會的保羅哈理斯會、遺贈會及阿奇柯

藍夫會會員。

RI
社
長 

朗•
伯
騰

 2013-14 

年
度

國際扶輪社長 (2013-14年度)

國際扶輪理事 (1998-2000年)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副主委 
(2008-09年度)及委員 (2006-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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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社長Ron Burton 將要求扶輪社友們於2013-14 年度參與扶輪，
改變人生。

RI President Ron Burton will ask Rotarians to Engage Rotary, Change Lives in 
2013-14.

他在2013 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國際講習會－也就是每年對於即將
上任的地區總監們的訓練場合－的開幕全體會議中公布了此一RI 主
題。

He unveiled the RI theme during the opening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13 
International Assembly in San Diego, California, USA, the annual training event 
for incoming district governors.

“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將扶輪的服務向前推進，我們就必須確定每一

位扶輪社友對於扶輪都有跟我們今天在這裡所具有的同樣的感情，” 
Burton 說道。“我們必須確定每一位扶輪社友都有一項有意義的角色
去扮演，確定他們都有作貢獻，而且他們的貢獻是有價值的。”

“If we really want to take Rotary service forward, then we must make sure 
that every single Rotarian has the same feeling about Rotary that each one of us 
here has today,” Burton said.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every Rotarian has 
a meaningful role to play, that they're all making a contribution, and that their 
contribution is valued.”

Burton 說扶輪基金會新的獎助金模式－未來願景－在7 月的啟動讓
它成為最為扶輪社友的一段令人興奮的時刻。他說此一自2010 年起
就由100 個試辦地區使用的新的獎助金模式代表了基金會的一個新的
年代，並將有助於扶輪社友們對於扶輪改變人生的能力感到興奮。

Burton said the July launch of The Rotary Foundation's new grant model, 
Future Vision, makes it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 Rotarian. He said the new grant 
model, which has been used by about 100 pilot districts since 2010, represents 
a new era for the Foundation, and will help Rotarians get excited about Rotary's 
ability to change lives.

“它具備了扶輪之所以奇妙的一切元素，並將它提升到一個 新的
層次 — 藉由鼓勵較大型、更具永續性的專案，另一方面對於當地性
專案提供較大的彈性，這兩種類型都解決了那些接受服務社區的需

求，”他說。

“It takes everything that is wonderful about Rotary and raises it to a new 
level — by encouraging bigger, more sustainable projects while providing 

RI社長文告
RI President 
Monthl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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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reased flexibility for local projects, both of 
which address the needs of the community being 
served,” he said.

Burton 要求將上任的地區總監們要在他
們的地區扶輪基金主委們─他們今年也出

席了今年這項講習會─的協助下帶領協助

他們的各扶輪社走過這個轉型期。這些訓

練課程全面聚焦於訓練好這些領導人們回

去他們地區作為這項新的獎助金模式的專

家。

Burton asked the incoming district governors 
to take the lead in helping their clubs through 
the transition,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ir district 
Rotary Foundation chairs, who also attended 
the assembly this year. The training sessions are 
focusing heavily on equipping these leaders to go 
back to their districts as experts on the new grant 
model.

在講習會以前，Burton 要求每一位將
上任的總監們以他們的名義向扶輪基金會

捐獻以展現出以身作則的領導。在講習會

中，他宣布了所有537 位總監當選人們都
已經遵從了；連同來自所有RI 理事會與扶
輪基金保管委員會成員們的捐獻，總捐獻

金額達到US$675,412。

Before the assembly, Burton asked each of 
the incoming governors to make a donation in 
their name to The Rotary Foundation in order 
to demonstrate leadership by example. At the 
assembly, he announced that all 537 governors-
elect had complied; along with donations from all 
RI Board members and Foundation Trustees, the 
contributions totaled US$675,412.

“現在，我必須相信這裡面有些是如

果我沒有要求的話，扶輪基金會可能不會

收到的錢。並且我想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教

訓，”他說。“如果您要別人做些事情，

您可以只是坐在旁邊去等待他們搞清楚這

個構想，但您也可以直接要求他們。”

“Now, I have to believe that some of this 
is money that The Rotary Foundation probably 
would not have received had I not asked. And I 
think that this is an important lesson” he said. 
“If you want somebody else to do something, 
you can just sit around and wait for them to get 
the idea, or you can ask.”

Burton 也將這個教訓應用到社員發展
上，他堅持這是每一位扶輪社友的責任。

他告訴聽眾們，雖然他曾為Key Club－國
際同濟會的一項青少年計畫－的一位活躍

成員，他揭下來加入扶輪，只因為俄克拉

荷馬州的Norman 扶輪社邀請他加入。

Burton applied that lesson also to membership 
d e v e l o p m e n t ,  w h i c h  h e  i n s i s t e d  i s  t h 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Rotarian. He told the 
audience that although he had been an active 
member of the Key Club, a youth program of 
Kiwanis International, he went on to join Rotary 
simply because the Rotary Club of Norman, 
Oklahoma, invited him to.

“您必須要要求，”他說。“You have 
to ask,” he said.

但Burton 強調這個工作並非在一位新社
員加入後就結束：“除非該新社員已經投

入扶輪，受到扶輪的啟發，並且利用扶輪

服務的力量來改變人生，否則這並不算完

成。”

But Burton emphasized that the job doesn't end 
when a new member joins： “It's not done until 
that new member is engaged in Rotary, inspired 
by Rotary, and uses the power of Rotary service 
to change l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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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今天參加的扶輪社例會乍看之下或許與 50 年前大不
相同。如果你們把扶輪 34,000個扶輪社走訪一遍，你們

會看到來自各種不同背景的男士及女士，他們所說的語言幾乎

全世界每一種語言都有，而且參與從當地到全球都有的服務計

畫。你們會看到一些扶輪社一起在周末整修社區的兒童遊戲

場，另外還和其他扶輪社結為夥伴一起合作，要在數千英里之

外的一所學校安裝衛生設施。你們還會看到一群人矢志要以大

大小小的行動來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今天的扶輪與以前有很多地方不同。但扶輪的基礎並未改

變。扶輪是建立在我們的核心價值之上：服務、聯誼、多元

性、正直、及領導。這些價值構成扶輪社員的定義。這些是我

們賴以生存的價值，也是我們努力要帶到我們服務的社區的價

值。

我們每一個人之所以在扶輪，是因為有人邀請我們加入扶

輪，而且我們作出選擇，接受了邀請。從那時起，我們每天都

面對另一個選擇：是只要當扶輪社的社員就好，或是要成為一

個真正的扶輪社員。

身為扶輪社員的承諾不僅只是每週出席例會而已。扶輪社

員必須以獨特的角度來看世界，在其中扮演我們的角色。這表

示要把我們的社區視為己任，並付諸行動：採取主動、付出努

力、為所應為，而不是挑容易的做。

我們每一個人來到扶輪是要來參與，以及改變社會。在扶

輪服務方面，如同人生上幾乎其他任何事物一樣，你們付出越

多，收穫也越多。如果你們只是象徵性地努力一下，你們的成

就會很有限，而且你們不會從中找到很大的成就感。但當你們

決定要真正地參與扶輪─把扶輪服務及扶輪價值帶入你們每一

天的生活─由此你們就會開始看到你們能發揮令人難以置信的

影響力。從那一刻起，你們就會找到靈感、熱情、及力量去真

正改變人們的人生。而且任何人的人生改變都不及你們自己的

多。

在 2013-14 扶輪年度，我給你們的挑戰是「參與扶輪，改變
人生」。

你們選擇了佩帶扶輪領章。作為扶輪社員的責任就落在你們

肩上。

扶
輪
年
度
主
題

 2013-14 

年
度

RI社長文告
RI President 
Monthly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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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伯騰 RON D. BURTON
2013-14 年度 
國際扶輪社長

900-13CH—(1112)

One Rotary Center

1560 Sherman Avenue

Evanston, IL 60201-3698 USA

www.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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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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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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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地區總監

吳維豐David
簡介

  社團經歷                                                     
台灣省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台灣省玻璃工業同業公會理事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理事

  新莊中央扶輪社經歷                                              
2001年8月21日  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2002-2003年度   社長當選人、理事、糾察、高爾夫球總幹事
2003-2004年度 社長、理事

姓 名

所 屬 社

職業分類

現 任

出生日期

學 歷

夫人姓名

通  訊  處
電 話

傳 真

E - M a i l

吳維豐 David
新莊中央扶輪社

玻璃加工業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951年3月8日
私立真理大學畢業

潘秀卿

242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268巷24弄2號
(02) 2204-3388
(02) 2208-0315
bravo243388@yahoo.com.tw

封面報導
Cover News



11 JUL 2013︱www.rid3490.org.tw︱

2004-2005年度 理事
2005-2006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6-2007年度 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7-2008年度 前受獎人主委
2008-2009年度 環境保護主委
2009-2010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2011-2012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2004-2005年度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功能性教育能力提昇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年度 扶輪少年服務團副主委
2007-2008年度 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跨地區活動3490地區委員會主委
 危機處理小組招集人副主委

 跨地區植樹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1. 2002-03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2. 2003-04年度 永久基金1000美元
3. 2005-06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至今捐獻累計50,000元
4. 2011-12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至今累計10,000美元 (第一顆巨額捐獻)
5. 2012-13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10,000美元 (第二顆巨額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30,000元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授獎榮譽事項                                     
1. 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榮獲財政部核定95年度開立統一發票績優營業人
2. 台北縣玻璃商業同業公會創會理事長
3. 擔任新莊市中小學家長協會顧問副團長
4. 台北縣新莊分局偵查隊義刑分隊顧問
5. 參與捐贈復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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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長於台北市，幼年都在延平區一帶成長，已拆除的圓環夜市，迪

化街城隍廟的大拜拜，都是年輕時代最美好的回憶。

陸軍服役退伍以後進入職場，有幸與新莊中央扶輪社CP Doctor住在同
一社區。CP Doctor是一位熱情洋溢，全心全意投入扶輪，尤其在邀約新
社友更是不遺餘力，他所介紹的新社友不下數十位，我也是其中一位，

在他契而不捨，奮力追蹤，我終於在2001年七月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若沒有CP Doctor的努力，我今天不會是扶輪社友。對於很多想加入扶輪
社卻不得其門而入的人，開口邀約就是最佳的方法。

如同RI社長朗‧伯騰所說：邀請扶輪社友，一定要講出來。年輕的
時候，社長朗‧伯騰是國際同濟會、同青社，長大以後為什麼他加入扶

輪社？因為同濟會沒人邀請他加入同濟，而扶輪的朋友邀請他加入扶輪

社。而且邀約朋友加入扶輪社，更不是一次就能成功，遇到挫折是很正

常，而扶輪社員的成長，更是很多能享受挫折的人，一直努力。

地區總監吳維豐
懂得付出、懂得服務、體恤別人，
這是人生一大樂事。

封面報導
Cover News

DG與其他地區總監於國際講習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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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7月接任社長，PP Speaker接任
秘書，這是我真正體會扶輪的生活，也

漸漸了解扶輪的內涵，尤其在PDG Syo-
Tei的領導之下，讓我們能享受扶輪領導
者的風範，無數的社友熱情的投入扶輪工

作，無私的奉獻，這一年帶領第三分區

12位社友參加大阪國際扶輪年會，並參
加日本友社埼玉縣川口南扶輪社的授證                                                                                                                                                
，這是我第一次為扶輪踏出國門，首次感

受到國際年會的雄偉與振撼。以及川口南

扶輪社的熱情招待，日本社友對扶輪的簡

單樸實，但是非常熱情接待，令我們印象

深刻。

而後有機會再出國參加國際年會是在

2008年的美國洛杉磯年會。這次年會有
幸與三重南欣社的PP Judy、PP Janet、PP 

Vicky、Jenny 同團回台以後，他們社增加
一位社友，我的太太Jovina與第五分區社
友的互動也是我扶輪生涯的一大轉變，讓

我看到更多的社友為扶輪而努力，RYE、
RFE、VTT(GSE)、RYLA，每位接到任務
的社友，無不全力以赴，看到他們完成任

務的喜悅，那種成就的心情溢於言表，全

心全力的投入，令我欽佩。

 讓我們深深的體會。推動扶輪的力量
在於『參與』。所有扶輪的活動都貴在參

與，我們知道參與改變了自己，讓我們更

關懷社會，協助更多需要幫忙的人。我們

改變很多人的生活，也改變了自己的人

生，在這個世界上，追求財富後懂得付

出、懂得服務、體恤別人，這是人生一大

樂事。

① 總監伉儷與RI社長合照

②  謝三連伉儷與總監伉儷 
於國際講習會合影

③  總監伉儷與樹林芳園社
社友於05/11地區講習
會合影於劍潭青年活動
中心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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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

吳維豐 DG David
新莊中央扶輪社

總監當選人

洪清暉 DGE Ortho
板橋西區扶輪社

總監提名人

邱添木 DGN Polish
鶯歌扶輪社

2013-2014年度 地區領導人

2013-2014年度 地區總監團隊

地區秘書

方明海 DS Speaker
新莊中央扶輪社

地區財務

黃新發 DS Banker
新莊中央扶輪社

地區總務

陳祺祥 PP Bruce
新泰扶輪社

2013-2014年度地區幹部

陣容堅強

封面報導
Cover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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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辦公室

顧問團團長

黃林玲玲 CP Mayor
新莊南區扶輪社

地區辦公室主任

顏鴻順 PP Smooth
新莊中央扶輪社

地區辦公室財務

湯阿忠 PP Mark
五股扶輪社

2013-2014年度 助理總監 AG

新北市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鄭勝騏 PP Life
三重東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簡哲雄 PP Oral
板橋扶輪社

新北市第三分區

助理總監

李玉璸 PP Tiffany
新莊南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四分區

助理總監

許永聰 PP Smart
鶯歌扶輪社

新北市第五分區

助理總監

陳汪全 PP Paul
三重三陽扶輪社

新北市第六分區

助理總監

吳家程 PP Black
頭前扶輪社

新北市第七分區

助理總監

林肇陽 PP Tea
土城扶輪社

基隆分區

助理總監

林正峰 PP Feng
基隆東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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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副秘書 DVS

宜蘭縣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楊向榮 PP Young-Po
頭城扶輪社

宜蘭縣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陳純男 PP Sammy
羅東西區扶輪社

花蓮縣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李明容 PP Jack
花蓮新荷扶輪社

花蓮縣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潘富民 PP Fila
玉里扶輪社

新北市第一分區

地區副秘書

林子傑 PP Wedding
三重北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

蕭百芳 PP Green
板橋北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三分區

地區副秘書

黃燈煙 PP Lamp
新莊東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四分區

地區副秘書

陳玉愛 PP Helen
樹林芳園扶輪社

新北市第五分區

地區副秘書

范玉儉 PP Janet
三重南欣扶輪社

新北市第六分區

地區副秘書

林允良 PP Table
五工扶輪社

新北市第七分區

地區副秘書

周文裕 PP Tea
三峽扶輪社

基隆分區

地區副秘書

鄭世寅 PP Forward
基隆東區扶輪社

2013-2014年度 助理總監 AG

封面報導
Cover 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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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副秘書 DVS 2013-2014年度 執行秘書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

黃錦璋 PP China
羅東西區扶輪社

花蓮縣第一、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

馮志緯 PP William
花蓮華東扶輪社

地區辦公室執行秘書

楊宜純 Kelly
總監辦事處執行秘書

張雅莉 Cindy

Activities Forecast  
活 動 預 報

2013.8.16-17（五-六）
於救國團金山青年

活動中心舉行

三重中央扶輪社
青少年領袖營活動

8／16-17

2013.7.27（六）
於板橋麗寶百貨9F
囍宴軒舉行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7／27
地區活動搶鮮報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2013.8.10（六）
於劍潭活動中心舉行

各社至少四位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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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7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8 9 10 11 12 13 14

基隆社 基隆東南社 板橋社 基隆東區社 基隆南區社

蘇澳社 基隆中區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5 16 17 18 19 20 21
三重三陽社

三重百福社
土城社 基隆西北社

林口社

五股金鐘社

花蓮港區社 台北集賢社
泰山社

新北市百合社
三重社授證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2 23 24 25 26 27 28

板橋西區社
五工社

頭前社

三重南區社

三重南欣社
花蓮社

地區
公共形象
研習會

花蓮吉安社 花蓮美侖山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9 30 31

新莊社

鶯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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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8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 2 3 4
羅東社

羅東東區社
羅東西區社
羅東中區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5 6 7 8 9 10 11

父親節

蘆洲重陽社
地區扶輪
基金研習會宜蘭南區社

宜蘭西區社
花蓮中區社 花蓮華東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2 13 14 15 16 17 18
板橋南區社 樹林社 板橋東區社

3490地區
網路社

宜蘭社      
宜蘭東區社

花蓮玉里社 花蓮新荷社
新泰社
新莊東區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6 27 28 29 30 31
土城山櫻社 三重千禧社 蘆洲社

板橋北區社
板橋中區社

板橋群英社
礁溪社
頭城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9 20 21 22 23 24 25
樹林芳園社

中元節
三峽社

花蓮東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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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9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9 10 11 12 13 14 15

亞太扶青團
高雄義大舉辦

閉幕

亞太扶青團
高雄義大舉辦

五股社

新世代社
大漢溪社

新北市福利旺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16 17 18 19 20 21 22
新莊中央社

新莊南區社
中秋節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3 24 25 26 27 28 29

蘆洲湧蓮社 土城中央社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星期日

2 3 4 5 6 7 8

三重北區社 三重東區社
三重中央社

三重泰安社
三重社 開幕

亞太扶青團
高雄義大舉辦

亞太扶青團
高雄義大舉辦新北市和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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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金管理
研習會

主辦社

新北市百合社
2／2

David總監鳴鐘開會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主委Iphone致詞

■ 認真的講師群

主委 潘愛鳳 Iphone攝影︱三重北區社 林子傑  PP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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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2013-2014年度 地區獎助金管理研習會收支表 2013.02.02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註冊費@1000x69社 69,000 1.場地及佈置費 15,000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63,865 2.印刷費 38,395 

3.餐飲費 73,420 
4.禮品費 1,550 
5.攝影費 3,000 
6.雜支費 1,500 

合             計 132,865 合             計 132,865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上課實況

社友們於訓練會前聯誼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上課實況

專注的神情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上課實況

PDG Kega與RRFC Frederick

David 總監與DGE Ortho和地區團隊合照 感謝主辦社新北市百合社的熱情幫忙，David總監和地
區秘書長財務長與新北市百合社社友



23 JUL 2013︱www.rid3490.org.tw︱

地區引導人
訓練會

主辦社

基隆東南社
3／2

主委 林建和 PP Marco

大合照 大家一起說；讚！

訓練會演練人 林月霞 
PP Lady

訓練會講評人 林榮吉 
PDG Kamaboko

訓練會引導人 嚴玉梅 
PP May

訓練會引導人 曾敏生 
PP Kemo

David 總監致詞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地區
副秘書 黃錦璋 PP China

訓練會引導人 徐國良
PP CPA

訓練會引導人 呂偉臣 
PP Sony

攝影︱三重北區社 林子傑  PP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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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收支表 2013.03.02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180,775 1.場地及佈置費 24,900 

2.印刷費 48,605 
3.餐飲費 78,000 
4.禮品費 15,270 
5.攝影費 6,000 
6.雜支費 8,000 

合             計 180,775 合             計 180,775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訓練會演練人 林若如 
CP Likeness

總監與前總監、地區主委、主辦社社友合照

上課實況 樂活時間大家動一動 樂活時間大家動一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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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隊
訓練會

主辦社 蘆洲社
3／16

主委 李豐存 PP Steven

三重千禧社社友

三重南欣社社友

三重南區社社友

土城山櫻社社友

2013-14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2013-03-16 天成飯店

攝影︱三重北區社 林子傑  PP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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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① 板橋中區社社友
②  主辦社-蘆洲社於訓練會前用心準備
③ 餐敘時間社友們相互敬酒

①

②

③

■David 總監感謝講師們傾囊相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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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團隊訓練會收支表 2013.03.16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270,525 1.場地及佈置費 23,000 

2.印刷費 62,050 
3.餐飲費 117,965 
4.禮品費 56,510 
5.攝影費 6,000 
6.雜支費 5,000 

合             計 270,525 合             計 270,525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總監與新莊南區社合照 3490地區網路社社長Cilin及秘書Amos

David 總監與前總監及社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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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社長當選人
訓練會

 
主辦社 林口社
3／23－24
主委 周政宏 PP Jesen

攝影︱三重北區社 林子傑  PP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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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福利旺社 陳碧青 
Melody

土城社 黃烏皮 Sugar

總監伉儷入場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之夜餐敘主辦單位-
林口社工作人員入場

總監伉儷及團隊與大家敬酒

板橋中區社 劉淑卿 Lili鶯歌社 黃中義 Amory

樹林芳園社 林麗卿 Fortuna 板橋西區社 丁仁傑 Jay 板橋南區社 吳竹林  Safe

總監與社長一同上台高歌

總監伉儷與團隊上台與大家一同舉杯歡慶

■與講師互動交流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之夜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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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大家一起來比今年年度主題的手勢■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與各分區社長做分組討論

■新北市第一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新北市第二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31 JUL 2013︱www.rid3490.org.tw︱

■新北市第三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新北市第四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新北市第五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新北市第六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新北市第七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基隆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宜蘭縣第一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宜蘭縣第二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花蓮縣第一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花蓮縣第二分區社長領取結業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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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收支表 2013.03.23-24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註冊費@3,000x69人 207,000 1.場地及佈置費 198,915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1,219,303 2.印刷費 79,240 

3.餐飲費 676,330 
4.禮品費 55,440 
5.攝影費 20,178 
6.雜支費 14,300 
7.住宿費 367,200 
8.交通費 14,700 

合             計 1,426,303 合             計 1,426,303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右邊直排

① 寶尊眷研習會感謝PDG  ENT夫人與寶眷們分享
② 寶尊眷研習會課程邀請老師來教我們如何品茶
③ 寶尊眷研習會課程邀請老師來教我們如何品酒

寶尊眷與總監夫人合照

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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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講習會
主辦社 土城中央社

5／11
主委 何仁傑 PP Hardware

VTT主委 劉深根
CP Steven

RYE主委 陳明理 CP Ali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
主委 王文邦 PP Carpenter

專題演講講師  黃慶淵 
PDG Kent

秘書長 方明海 Speaker
介紹與會貴賓

David 總監致詞 專題演講講師  謝三連 
TRF Trustee Jackson

地區講習會主委  何仁傑 
PP Hardware 致詞

攝影︱三重北區社 林子傑  PP Wed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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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上課實況

社員委員會主持人 
洪清暉 DGE Ortho

行政管理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引導人 陳啟洲 PP Blower

公共形象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引導人 
林奕瑭 PP Francis

行政管理委員會第二次會議
引導人 洪進豐 PP East

公共形象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引導人 
徐嫦鈺 PP Bis

行政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
議引導人 劉心上 Louis

公共形象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引導人 
葉淑麗 PP Sally

RYLA主委 王水泉 
PP Punch

社員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引
導人 翁瑞毅 PP Yuokang

RFE主委 鄭泱昌 
PP Car

社員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引
導人 黃錦璋 PP China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持人
姚啟甲 PDG Kega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持人 
郭道明 PDG Trading

訓練會司儀 
Lawyer.Importer

社員委員會第三次會議引
導人 李昇穎 PP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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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地區講習會收支表 2013.05.11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註冊費@1,000x744人 744,000 1.場地及佈置費 167,10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補助款 20,000 2.印刷費 169,180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287,128 3.餐飲費 557,890 

4.禮品費 113,950 
5.攝影費 6,000 
6.雜支費 17,000 

合             計 1,031,128 合             計 1,031,128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總監及團隊至各教室關切分組上課情形

主辦社土城中央社與總監伉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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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主辦社 宜蘭南區社
5／18

主委 邱永乾 PP Computer

地區社員
發展研習會

承諾社員人數及寶眷社友
的成長，各社反應熱烈

感謝辛苦的兩位司儀總監致贈感謝狀給講師 
謝炎盛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及宜蘭
縣第二分區社長一同呼口號

前總監Andy 及五股社社友前總監Victor、新北市第一分區
DVS Wedding及蘆洲湧蓮社社友

主辦社-宜蘭南區社社友

地區社員研習會委員會主委-
邱永乾 PP Computer 致詞

總
監
提
供
一
百
多
台
的
平
板
電
腦
做
為
激
勵
社
員
人
數
及
寶
眷
社
友
成
長
的
獎
勵

感謝講師 郭進章 CP Ka-
Ku 生動的演說與分享

總監致贈感謝狀給講師 
林佩穎 PP Pauline

地區秘書 方明海 DS 
Speaker 介紹出席貴賓

攝影︱三重東區社 黃火木 PP 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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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宜蘭縣第一分區AG和社長合照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六分區AG和社長合照

總監與AG.DVS.地區辦公室主任和新北市第五分區社長合照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七分區AG.DVS.和社長合照

總監與花蓮縣第一分區AG及社長合照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二分區AG.DVS.和社長合照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四分區AG和社長合照

總監伉儷及三重南區社社友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一分區AG和社長合照

總監.地區辦公室主任與新北市第三分區AG和社長合照

總監伉儷及三重千禧社社友

總監伉儷及土城山櫻社社友

■各社均承認社友成長15%寶眷社友入社達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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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足跡剪輯
2013-14  
Photo Sotries

2013~2014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收支表 2013.05.18     
收  入 支  出

項 目 金 額 項 目 金 額
註冊費@1,000x286人 286,000 1.場地及佈置費 166,873 
由總監當選人David負擔 447,173 2.印刷費 48,205 

3.餐飲費 490,375 
4.禮品費 3,720 
5.攝影費 10,000 
6.雜支費 14,000 

合             計 733,173 合             計 733,173 
地區總監：吳維豐 地區財務：黃新發

總監伉儷及土城中央社社友

總監伉儷及新北市百合社社友

總監伉儷及樹林社社友

總監伉儷及前總監.總監當選人

總監伉儷及新北市第六分區AG Black 及五股社社友

總監伉儷及樹林芳園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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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

捐新北6臺AED 
嘉惠病患

臺灣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三分區（新泰社、新莊東區社、新莊中央
社、新莊南區社），偕同韓國國際扶輪3750地區（韓國安山中央

社），繼去年捐贈5臺AED電擊器給新北市衛生局後，今年再度攜手捐贈6
臺，昨日由新北市衛生局長林雪蓉代表接受。 

因心臟病發倒臥路旁，經由CPR+AED及時救回一命的林豊祥也特地現
身說法，成了捐贈儀式的最佳代言人。65歲從事藝術工作的林豊祥，於今
年初騎腳踏車時因心臟病發倒地，經民眾打119報案，過3分鐘救護車抵達
後雖已無呼吸及脈搏，但所幸經2名救護技術員立即給予CPR+AED，在
送醫途中恢復心跳，到院由醫療團隊接手照護，恢復狀況良好，已康復出

院，只需定期回診追蹤。他很感謝AED讓他可以繼續揮灑五彩繽紛的人
生。 

Rotary Share  
共享扶輪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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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南區社 
春季旅遊記事

共享扶輪真善美
Rotary Share  

本屆春季旅遊由黃期田前社長夫人，精心安排至馬武督森林探

索及參訪世博館，一天緊湊豐富的行程，至今仍讓人回味無

窮呢！

ㄧ大早於文化中心廣場前集合，並於車上享用美味早餐後，開始

卡拉ok歡唱，此時社友們突感歌喉未開，貼心的秘書甘清良前社長
便央請司機先生於檳榔攤暫停，為社友們添購透心涼的Beer，因為
沒有罐裝的，細心的甘前社長又另取開瓶器1個，哈！真是設想週
到呀！於是ㄧ路上，大家一邊開懷暢飲，一邊引吭高歌，很快的就

抵達了第一站：馬武督森林，一下車，沁涼的空氣，讓人忍不住做

了個森呼吸，伴隨著今日涼爽的天氣，最適合出遊了！

第一眼映入眼簾的便是

ㄧ片綠油油的樹林，莫怪

乎這裡稱為綠光小學呢！

相信此地的孩子們都度過

一個非常快樂，與大地為

伍的童年吧！

文︱基隆南區扶輪社 幹事 周子仁  

馬武督森林，沁涼的空氣，讓人忍不住做了個森呼吸！

世博台灣館，此地為上海世博館原版移回台灣之展館，
為的是要讓未能前往中國的民眾ㄧ睹台灣之美！

森呼吸∼∼
馬武督森林探索 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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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路雖然路徑不大，但也不算難走，四

周被樹林圍繞的感覺，恍如進入仙境般，

與世隔絕；只見社友們ㄧ個個健步如飛的

走完全程，毫無疲態；反倒是幹事，中途

便已氣喘吁吁，直想回頭放棄，但社長簡

火土的公子，被派任保護大家的使命，ㄧ

路盡責、貼心的殿後守護大家，令的幹事

也只能咬著牙，噴著汗，完成此森林探索之旅∼

第二站，離開了充滿芬多精的仙境後，前往世博台灣館，此地為上海

世博館原版移回台灣之展館，為的是要讓未能前往中國的民眾ㄧ睹台灣

之美；整棟展館1-3樓為自由參觀區，展有各式各樣的工藝品，盡現台灣
工藝之美；而4-6樓則是最吸睛的動畫，因每梯次僅能容納40人左右，因
此經黃前社長夫人預約了場次，只希望令社友們省去排隊的寶貴時間！

而其動畫主在將台灣之美介紹給全世界，因此，720度的設計，將台
灣之美盡納眼底！木棉花道、油桐花海、海底礁堡、阿里山日出、茶

山、日月潭等⋯一一由眼前掠過∼台灣∼美麗的寶島、人間的天堂、四

季如春、物產豐富∼難怪自古以來便是兵家常爭之地！透過此展，亦希

望能使大家更珍惜所擁有的，所以！緊接著馬上就帶領大家上頂樓放天

燈祈福∼許下世界和平的大願，雙手合十，願眾生平安、幸福！！

本屆春季旅遊就在此平靜、祥和的氛圍中劃下句點，結束今天又動又

靜的快樂、收穫滿滿的行程，稍作休息後，即將登場的是本屆第二次爐

邊會談唷！∼地點：北都大飯店！我們來了∼∼ 

雙
手
合
十  

祈
願
世
界
和
平 

眾
生
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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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星期五）風和日麗一掃數天來得陰霾，終於有個晴空無
雲的好天氣，而我們的行程也於早上6:50正式展開。由社長

Bearings帶領之下，我們踏上了參加台中港區扶輪社授證42周年慶
典暨春季旅遊的第一天行程；在此特別感謝內輪會及社員伉儷們所

提供的零食、餅乾、飲料、水果，一路上我們享受著您們所提供的

美味食物，心裡有著無限的感恩，雖然很多人無法一同前往參加，

但我相信您們一定感受的到愉悅的心情並將您們滿滿的祝福帶到兄

弟社去。難得太陽公公露出笑臉，大家的心情就像天氣一樣美麗；

上午我們來到了苗栗客家大院，在苗栗縣客家人佔了65%，是名符
其實的客家大縣，縣政府乃在桐花公園內設置客家大院，原意在作

為桐花公園的管理站，漸漸發展出傳統匠師與現代建築師共同構思

的「客家大院」，使得這座三合院融合了古典與現代建築美學，中

餐於紅棗食府用餐，下午到了港區藝術中心參觀，此中心是一處多

功能複合式的藝術展演場

所，除提供人文藝術演出

的舞台及民眾文化休閒的

集散地，亦積極化邊陲地

緣位置的先天不足，已成

為全國藝術展演的核心與

場所；社長Bearings還請
大家吃了冰淇淋及咖啡，

謝謝社長Bearings的愛心
與貼心。接著還參觀了台

灣檜木博物館，讓我們感

受到台灣特有樹木的可貴

與價值，除了記錄下台灣

共享扶輪真善美
Rotary Share  

參加兄弟社授證
暨春季二日遊

文︱蘇澳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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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歷史文化之外也提醒我們地球暖化的

嚴重我們急需重視保育及綠化的工作。

一路上行程緊湊大家也在吃吃喝喝之下

不知不覺地到達今晚即將下榻的台中港

酒店；這次的夜宿地點新穎、明亮、寬敞與整潔是的它的特色，大家對於此次的

飯店安排都感到物超所值，也讓大家能夠好好休養生息，繼續第二天的行程。

這次兄弟社受證典禮會場離下榻飯店很近，所以大家整理完儀容之後便步行至

授證典禮會場。當我們越來越接近典禮式場時也感受到兄弟社的溫馨與熱情，他

們排列在大門歡迎著我們的到來，我們也親切的回應就在此時彼此又燃起了兄弟

情誼，相信今晚又將會是一個歡樂融洽的夜晚；而典禮流程順利地進行著接著由

本社社長Bearings上台致詞，社長絕佳的演說技巧加上犀利幽默的內容博得台下
來賓的掌聲，實在不愧為蘇澳扶輪社的社長；社長Bearings也充分表達了對兄弟
社的祝福及讚賞，兩社之間的感情也因此更加深厚且鞏固。一年一度的授證慶典

在台中港區扶輪社熱情的招待下，精心安排的節目表演及卡拉OK歡唱，最後也
在大家的慫恿與鼓勵之下本社由社長Bearings上台高歌一曲；本社PP Leon及社員
Kei-hatsu亦一同上台歡唱“山頂黑狗兄”，並獲得全場滿堂彩。而此次慶典也安
排了三港區社高爾夫球聯誼賽，也同時於晚會當中進行頒獎橋段；本社的社友也

不負眾望得到優勝；在此也特別恭賀社員Minger、社員Lexus 、社員Kei-hatsu，
不單自己獲獎也為社增光。此次台中港區扶輪社也不惜重資安排了二次會，讓每

位出席的社員都感受到這樣的扶輪友誼，延續慶典晚宴上的氣氛讓彼此互動更見

完整，而出席的社員伉儷們也充分展現聯誼及奮戰的精神，讓彼此留下難忘的回

憶，在此衷心感謝台中港區扶輪社的安排。

由於天氣詭變，讓原本既定的行程有了些許的變動，社長便決定更改行程前往

台灣演藝坊欣賞精彩的歌舞秀，由康弘和黃西田領軍，及數位知名資深藝人進駐

草屯新地標（台灣演藝坊），節目演出及大型爆笑喜劇，內容精彩有看頭，現場

笑聲不斷。下午前往南投天空之橋「天梯」，由於這吊橋與一般吊橋略有不同，

橋上有階梯，故稱之為「天梯」。由於時間緊湊無法按照原訂的行程走完，希望

明年有機會延續今年沒有完成的行程（PP A.B.S.的微熱山丘鳳梨酥）。最後我們
也回到南方澳豆腐岬17海鮮餐廳來用餐，由於社長Bearings盛情邀請此次未能一
起出遊的社員及夫人來共同參與餐敘，大家也都非常踴躍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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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 服務 扶輪青年
Learning‧Service‧Rotary Youth 

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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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
響
團
隊

3490

地
區
扶
青
團
年
度
口
號

文︱ 2013-14年度
扶青團地區代表  
陳玫臻 May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板橋團
12/21
長江飲水機
liwy110@gmail.com

2007/03
2007-08  創團團員&會計
2008-09 團長
2009-10 顧問
2010-11  地區代表
2011-12  地區顧問
2012-13  地區顧問

地區顧問

李威毅 
Mark
0937-843-853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五工團
8/31
仁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wwcc0831@hibox.hinet.net
wishwu

2008/03
2007-09  創團團長
2009-10  顧問
2010-11  攝影
2011-12  地區代表
2012-13  地區顧問

地區顧問

吳至詮 
Wish
0935-167-216

首先，感謝歷屆總監對於扶青團的支持以及歷屆地區代表的無私奉

獻，3490地區扶青團如今方能穩定成長，尤其相當感謝DG David提
供平台給扶青團在總監月報發揮並推廣扶青團，為青年朋友拓展服務活動

的重要曝光機會。目前3490地區現有11團，依創團時間分別為：三重團、
土城團、基隆東南團、宜蘭團、板橋東區團、新莊中央團、板橋團、漢林

團、五工團、花蓮團、福爾摩莎團。

3490地區發展至今，已邁入第24屆，地區年度口號為「領導自己，影響
團隊Be Leader, Be First, Improve the Team」，扶青團的年齡限制為18~30
歲，有學生身也有社會青年，而在扶青團最難能可貴的是，透過一年至少

24個例會的培養，經過活動籌備以及人際應對的訓練，無形當中扶青團
即是培養領導人的優質環境，有許多不同領域的輔導長輩的經驗分享、領

導開發等講座課程、職業參觀與製程分享、社區服務的回饋與體認，皆需

領導人來管理與安排，因此今年度的目標強調先領導自己、做在說前、身

體力行、帶頭向前，團隊的每一個人將會同樣跟緊腳步、複製領導者所做

的、跟緊團隊，使得該團體蓬勃發展，團務昌隆，永續經營。如今，地區

及各團將同步與DG David增員的目標，持續招攬新血，並已建立地區網站
(http://rac3490.org/web/)，將扶青知識、活動照片、行事曆、聯絡方式於
網站連結，提供資訊並推廣扶青團，讓扶青團陪伴青年學子成長；最後，

再次感謝各位扶輪長輩對於扶青團的支持與愛戴，未來也請各位扶輪領導

人給予扶青團更多的指教與鼓勵，扶青團未來將會創造更璀璨的一頁。

2013-2014年度 扶青團地區顧問及幹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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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土城團
1984/04/19
皖美實業有限公司
chiaming2_1@hotmail.com
Eiko Chang

2008/10/19
2009-10 團務主委
2010-11 團務主委
2011-12 團長
2012-13  IPP、地區區務

土城團
1985/07/13
南山人壽
mimi0713@pchome.com.tw
MING0713

2008/05/16
2008-09  團員
2009-10  會計
2010-11  會計、職業
2011-12  秘書
2012-13 團長

地區副代表

張家銘 
Eiko Chang
0930-216-712

地區秘書

蔡茗名  
Mimi
0989-185-919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新莊中央團
1983/07/27
崇文書局
joanchen727@gmail.com
joan7516@yahoo.com.tw

2007/01/21
2006-07  創團秘書
2007-08  秘書
2008-09  第二屆團長
2009-10  地區秘書、國際
2010-11  地區會計、糾察
2011-12  地區RYLA、會計
2012-13  地區代表

漢林團
1983/10/17
健順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amon1017@hotmail.com
amon1017@hotmail.com

2007/04/29
2007-08 創團團員
2008-09 公關主委
2009-10 副團長&地區助理秘書
2010-11 第四屆團長
2011-12 顧問&地區財務
2012-13 糾察&地區副代表

地區顧問

陳柔安 
Joanne
0918-158-801

地區代表

陳玫臻 
May
0920-388-833

2013-2014年度 扶青團地區顧問及幹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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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三重團
1985/08/22
船務代理
onekao2000@hotmail.com
高音

2009/07/05
2009-10  團員
2010-11  秘書
2011-12  團務
2012-13  團長

板橋東區扶青團
1984/11/20
國森企業
dragon910092@gmail.com
Xiang Long Zheng 

2011/04
2011-12  出席主委
2012-13  團長

地區社區主委

高筑音 
Tobey Kao
0937-955-701

地區職業主委

鄭翔隆 
Dragon
0921-157-945

學習 服務 扶輪青年
Learning‧Service‧Rotary Youth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基隆東南團
1989/01/18
禾洋實業資源回收
g78011800@yahoo.com.tw
Yi-Ying Chou

2011/02/13
2010-11  團員
2011-12  團務
2012-13  團長

地區區務

周宜瑩 
Sunny
0932-466-094
0985-031-699

團        別
生        日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板橋團
1983/09/24
winni924@gmail.com
Winni Chen 

2007/03/25
2007-08  板橋出席
2008-09  休團
2009-10  團員
2010-11  板橋秘書
2011-12  板橋團員
2012-13  板橋社區

地區副秘書

陳奕如 
Winni
0939-699-546

2013-2014年度 扶青團地區顧問及幹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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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漢林團
1984/06/23
SUBWAY武昌店
suhaoc@gmail.com
Su Hao Chang

2007/04/29
2007-08 糾察主委
2011-12  職業主委
2012-13  團長

板橋團
1984/10/02
元大寶來證券(延平)
cyj10022003@yahoo.com.tw
周佑叡 

2010/11/21
2010-11  板橋團員
2011-12  板橋團務
2012-13  板橋團長

地區會計

張書豪 
Danny Chang 
0910-350-628

地區聯誼

周佑叡 
Ray
0955-025-002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宜蘭團
1987/07/18
那些年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g760718@hotmail.com
張智維

2011/07
2011-12  節目主委
2012-13  宜蘭團團長

板橋團
1991/05/15
中國文化大學(學生)
a29621583@yahoo.com.tw
Jason chun chuy

2010/07/22
2011-12 社區主委
2012-13 國際主委

地區國際主委

張智維 
Sunny
0918-272-767

地區國際副主委

蕭君揚 
Jason
0922-617-707

2013-2014年度 扶青團地區顧問及幹部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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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五工扶輪青年服務團
04/05
龍達塑膠股份有限公司
seaoya@gmail.com
seaoya

2008/03/23
2009-10  副團務主委
2010-11  團刊主委
2011-12  副團長暨團務主委
2012-13  團長

花蓮團
1986/02/01
台新銀行
chenli_wei@msn.com
陳立偉

2010/03/29
2009-10  團員
2010-11  團員
2011-12  團務主委
2012-13 團長

地區公關

孫力偉 
Simon Sun
0921-968-256

地區公關

陳立偉
Bill
0910-935-797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團        別
生        日
服務單位
E - m a i l
Facebook

入團日期
扶青經歷

新莊中央扶青團
1983/08/14
互盛股份有限公司
horse2969@yahoo.com.tw
吳宗駿

2008/06
2008-09 團員
2009-10 職業
2010-11  社區
2011-12 團務
2012-13 團長

福爾摩莎團
1984/11/20
財團法人國家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d99628008@ntu.edu.tw
Te-Chun Liu

2008/03/28
2008-09  社區主委
2009-10  助理秘書
2010-11  秘書
2011-12  副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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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4年度 扶青團地區顧問及幹部簡介



《總監月報》

  稿約
這是所有國際扶輪3490地區的園地，
需要您的豐富閱覽與精彩活動，您的
書寫和攝影，誠邀大家同分享。

      特別規劃幾個單元，歡迎各位夥伴踴躍投稿
一、2013-14愛的足跡簡輯：地區年度各講習或研習會心得與照片。
二、 特別報導，精采呈現：各分區及各社活動報導，如每月扶輪服務、聯誼、訓練等
影像，或是各社在扶輪生活中具有特別影像意義者，請投稿者附1∼2張圖片（高
解析），加上150字內之文章。

三、 地區行事曆預報：總社、地區、分區、各社次月重大活動，想藉此和地區各社分
享者。

四、 共享扶輪真善美：參與扶輪、實踐扶輪，經歷扶輪的心得分享。歡迎各分區及各
社，邀請各領域達人，分享、紀錄、採集，不同專業在各領域的專業及生活品

味，或對新進社友進行邀稿、專訪報導。

◎ 每月10日出刊，前一月底25日截止收稿。
◎ 圖文稿件：1頁約800字，提供1張圖／字數約需500字、提供2張圖／字數約需300字
◎  露出訊息，只有圖片者，請在50字（內）說明，圖片請以jpg檔為格式、解析度

1MG以上。
◎ 注意事項： 
1. 準時出刊，逾期則延期處理，感謝您的合作。
2. 稿件編輯處有取捨與刪改編輯權，同一服務活動請勿重複投稿。
3.  稿件請註明姓名、身份（社友、寶眷或執秘）、社內稱呼、所屬扶輪社、地址、照
片（請附說明）、電話，本月刊投稿恕無稿費。

來稿請寄： 
《總監月報》專屬E-mail：ri3490.gov1314@gmail.com 
或洽 執行編輯--總監辦事處，執行秘書 張雅莉
電話：02-2204-3388#2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