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是咱們的扶輪社
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大家，用真情甲鼓勵將阮栽培；

愛珍惜每一個付出的機會，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什麼人才攏置遮，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什麼困難攏毋驚，扶輪郅條路咱用心做陣行。

城裏的月光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　總有個記憶揮不散

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這個世間萬千的變化　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　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溫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間聚散　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守候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　總有個記憶揮不散

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這個世間萬千的變化　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 oh no no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　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溫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間聚散　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守候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重覆)

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洋，

扶輪社中總愛歌唱，好叫客人心歡暢，

一見總監大家歡暢，希望總監有同感！

請將扶輪精義闡明，若有指示亦請講。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讓我們歡迎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Ro-ta-ri-an請再來。

扶輪歌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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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80地區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九週年暨
第九、十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女賓夕晚會

「少年Pi的奇幻相傳」晚會程序表
日期：2013年7月11日(星期四)	 	 	 	 司儀：翁豪良Disc

地點：小巨蛋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4段2號	 	 　　　廖嘉文Tony

預定時間 活 動 內 容 代　表　人

17：30 ~ 17：55 註冊‧聯誼 全體

17：55 ~ 18：05 1-10屆社長出場介紹 歷屆社長

18：05 ~ 18：06 主席鳴鐘宣布典禮晚會開始 社長P Michael　

18：06 ~ 18：16 傳承祝福．相見歡（扶輪歌唱） 合唱團領唱

18：16 ~ 18：20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寶眷 聯誼Fred、Daniel

18：20 ~ 18：25 主席致詞 社長P Michael

18：25 ~ 18：30 總監致詞 地區總監

18：30 ~ 18：40

頒發捐獻楷模獎 
鉅額捐獻人獎章
保羅哈里斯捐獻人獎章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獎章

地區總監
社長P Michael

18：40 ~ 18：50 表揚：2012-13年度職員幹部
出席率百分百楷模獎

社長 P Michael

18：50 ~ 18：53 監交人致詞 前社長 PP Coffee

18：53 ~ 18：55 新舊任社長交接
致贈卸任社長紀念品

前社長 PP Coffee
社長 P Sun

18：55 ~ 19：00 新任社長致詞 社長 P Sun

19：00 ~ 19：05 介紹2013-14年度服務團隊 社長 P Sun

19：05 ~ 19：10 輔導社長致詞 社長 P Color

19：10 ~ 19：15 兄弟社宜蘭南區社長致詞 社長 P Mixer

19：15 ~ 19：19 新社友授證配章
地區總監
社長 P Sun 

19：19 ~ 19：20 致謝詞 社當 PE Printer

19：20 ~ 19：21 主席鳴鐘宣布閉會 社長 P Sun

19：21 ~ 21：00
紅箱報告
餐敘
節目表演

糾察 PP A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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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 通 傳 承

黃獻祥 Hsiang Shin
創社

李文森 Vincent
第二屆

黃建旺 Mike
第三屆

呂漢崗 Hank
第四屆

梁敬龍 Asa
第五屆

楊耀煌 George
第六屆

鄭思孝 Terry
第七屆

陳家昇 Coffee
第八屆

林俊銘 Michael
第九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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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團隊 愛在圓通

社　長
林俊銘 Michael

秘　書
何永華 Daniel

節　目
翁豪良 Disc

理　事
陳家昇 Coffee

理　事
黃獻祥 Hsiang Shin

理　事
吳登茂 Golden

理　事
呂漢崗 Hank

社　當
孫煒哲 Sun

財　務
陳俊霖 J. Lin

聯　誼
文鑑宇 Fred

副社長
呂理全 Printer

糾　察
廖嘉文 Tony

出　席
盧景華 Ti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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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13年度社長

林俊銘 Michael

社長Sun，DG Computer、宜蘭南區兄弟社社長Mixer、板橋西區友好社社長Jay、AG YS、

AS Gavin，第六分區的所有社長，社當Printer，各位友社社長、各位PDG，各位PP，各位社友寶

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我是中和圓通社第九屆社長Michael，這一年來我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扶輪心、岳明情的學

田米新世代服務活動，首先要感謝宜蘭南區兄弟社IPP Architect，讓我們全體社友寶眷有機會體

驗這麼多的第一次，第一次插秧、第一次割稻、第一次體驗帆船。

也要感謝在AG Honey還有AS Solomon帶領下的第六分區的所有社長秘書團隊，的全力支

持，辦了一次空前的聯合例會，在慈濟靜思堂聆聽了一場豐富的人生饗宴，也同時享用了健康

又豐盛素齋，CP祥興更將所有餐費以第六分區各社的名義捐給慈濟，當場也有寶眷立刻加入志

工的行列。

當然也要感謝我們第九屆的和平團隊，我們幾乎是做了18個月，因為從年初就開始規劃第

九屆該怎麼做，我相信也是老天爺看到大家的努力，所以才會免費贈送80多位社友寶眷三天二

夜遊石垣島。Fred精心策畫的春秋季旅遊，Tiger用心無私的教我許多眉角，Disc的用心主持，

Tony的臨危授命，還要感謝一路陪我走過來的Daniel何永華秘書，他的用心、貼心、細心與無

私的奉獻真是讓我銘感五內。

還有我要感謝我的內人Linda，除了要照顧我們的三個小寶貝，還要負責策畫內輪會的活

動，也因為內輪會活動辦的好，全體社友的凝聚力也更強，謝謝內人這一年多的體諒，讓我能

夠無後顧之憂的用心於社務，

時間過得很過快，一晃眼一年就過去了，Michael要特別感謝中和圓通社的所有前社長，給

Michael這樣好的學習機會，能夠在我還算年輕時就讓我先來歷練。當然這一路上相互支持的和

平團隊，還要感謝授證晚會的籌備主委PE Printer以及所有的籌備委員，請大家站起來讓我們用

最熱烈的掌聲來謝謝你們。

套句DG Computer今年的口號，Are we the first class? Yes, we are. 謝謝大家！

祝全體與會嘉賓

社運昌隆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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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13 年度地區總監

邱雅文 Charles

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九週年暨

社長交接就職誌慶

以扶輪之服務
促進世界和平

國際扶輪三四八○地區
2012 ~ 2013年度

地區總監　邱雅文　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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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九週年暨

社長交接就職誌慶

參與扶輪
改變人生

國際扶輪三四八○地區
2013 ~ 2014年度

地區總監　邱秋林　敬賀

2013-14 年度地區總監

邱秋林 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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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3-14 年度社長

 孫煒哲 Sun

感謝各位扶輪前輩、地區領導人、各位貴賓、寶眷蒞臨參加圓通扶輪社第九、十屆社長交接典

禮。

今天圓通扶輪社正式邁入第十個年頭，從褓姆社-中和扶輪社誕生出來，過去九年在C.P.Hsiang-

Shin 睿智的領導與歷屆P.P 們及剛卸任的Michael 社長努力經營傳承，與社員寶眷們的高度配合下，

有著光榮的歷史與輝煌的紀錄，讓我們身為扶輪晚輩，感到與有榮焉並欽佩不已。本人Sun 於2009 

年間在前社長P.P.Groger 引薦下，有幸成為本社的一員，在過去五年多來，深感扶輪社有著家庭般

的溫馨與親切感，讓我見識到扶輪人超我服務與善行奉獻，學習了多元又豐富的社會經驗與智慧。

本人畢竟是個平凡的社員，既沒崇高的學歷更沒雄厚的財力，雖熱心有餘但經驗不足，今日竟能受

到本社P.P.們與社員們的提攜與愛戴，成為圓通扶輪社第十屆社長，是何等的榮幸，更是我人生中

的另一高峰。不過本人還是有點徬徨，所幸在諸多P.P.們挺身允諾相助，擔任各主委相關職務，奉

獻其智慧與經驗，讓我增添無比的信心，使我『什麼攏毋驚，勇敢向前行』，來承擔這項艱鉅的任

務，繼續跟隨前輩們的腳步，來『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人家說：「良師益友難尋」，很慶幸我在圓通扶輪社中都找到了，非常感謝您們多年以來持續

對我的愛護與教導，讓我今天有這份殊榮與能力來擔任社長一職，敬請大家在未來這一年中繼續支

持並鞭策我，以期完成各項的服務工作。

各位賜予我的這份恩情及支持與信賴，我會永銘於心！今日接任本社社長一職後，當全力以

赴，盡我所能做最大的發揮。

圓通扶輪社是個人才濟濟又溫馨的團體，社員及寶眷彼此有家人般的情感，在未來這一年，敬

請各位敬愛的社員、寶眷們繼續做我的人生導師，支持圓通扶輪社！個人最大的希望是社員增加到

51 名，並請全體社員寶眷多多參與扶輪的服務活動。

相逢就是有緣，我相信緣分更珍惜緣分，不管處在逆境或是順境中，依然感恩並心存喜樂，認

真活在當下；生命的意義是為了服務，生活的價值是為了奉獻。期盼於本社十週年繼續延續圓通扶

輪的熱情與活力，讓我們共同努力，再創高峰，共享榮耀。

最後，非常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撥冗蒞臨指導，

敬祝大家闔府平安、萬事如意、身體健康，事業順利。謝謝！

中和圓通扶輪社　社長 孫煒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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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中和扶輪社

陳錫欽 社長 Color

首先向您們致上恭賀，今天是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九週年慶暨第九、十屆社長

交接的大好日子，本人謹代表中和扶輪社致上最誠摯的祝福。

中和圓通扶輪社自創社迄今雖只九個年頭，但我們共睹貴社在歷任社長、全體

社友的努力下，無論各項表現都有優異耀眼的成績，深感貴社的實力表現是不可小

覷的，身為輔導社的我們與有榮焉。

今後我們深深祁望貴社與我社的友好長存。

最後謹祝

中和圓通扶輪社，社運昌隆、全體社友及寶眷身體健康、平

安快樂。

中和扶輪社　社長 陳錫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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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宜蘭南區扶輪社
2013-14年度社長

鄭宗榮 Mixer

地區總監、各位扶輪領導人、扶輪先進、來賓及各位社友、

社友寶眷、大家晚安！

今日是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9週年及第9、10屆社長、職員交

接典禮，本人謹代表宜蘭南區扶輪社全體社友表達祝賀之意。

貴社在林俊銘(Michael)社長用心經營下，秉持著『超我服

務』精神，配合全體社友的努力，在各大服務上均有傑出優異

成績，獲得各界肯定，更加將服務精神落實於社區與社會，在

地方上建立良好關係，這些不遺餘力的服務與奉獻精神都是值

得我們學習與讚賞。

貴  我兩社締結已有數年，新任社長孫煒哲(Sun)是個事業有

成的年輕人，在其接續帶領下，相信在明年地區年會上必定有

卓越成績呈現。

貴 我兩社自結為兄弟社以來，彼此互相勉勵支持，共同為社

區人群服務，使扶輪各項服務深入每一國際角落，為社會人群

造福。

最後祝賀貴社9週年生日快樂、交接典禮圓滿成功，

二社情誼長長久久，事業順利、家庭美滿。

宜蘭南區扶輪社

社長 鄭宗榮 Mix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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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當選人

呂理全 Printer

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先進、各位社友及夫人、寶眷，大家

好。

非常感謝各位貴賓撥空前來參加中和圓通扶輪社第九、十屆

社長及幹部交接典禮。您們的光臨增添無上的光彩，給予我們

很大的鼓勵與信心，本人謹代表中和圓通扶輪社感謝大家的指

導與支持。

本社在前社長IPP.Michael 英明領導下，屢創佳績，更在

C.P.Hsiang Shin及歷屆社長打下的良好基礎下，第十屆社長Sun

更能夠強棒出擊，帶領我們中和圓通扶輪社所有社友參與扶

輪，改變人生。

再次感謝各位貴賓的蒞臨及賀禮花籃，

敬祝各社社務昌隆、大家身體健康吉祥平安。

中和圓通扶輪社

社長當選人 呂理全Pr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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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13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陳家昇 Coffee 何睿豐 Russ 吳登茂 Golden

黃獻祥 Hsiang Shin 戴德成 Derek 何睿豐 Russ 歐陽禹 Robert

林俊銘 Michael 孫煒哲 Sun 呂理全 Printer 曾錦煙 Morken

鉅額捐獻 保羅哈里斯基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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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扶輪社
榮獲3480地區2012-13年度成績獎項

RI Club Builder Award

2012-13年度榮譽榜
功勞獎 捐獻楷模獎 出席楷模獎

社　　　　長：P Michael 鉅額捐款捐獻人 連續九年 PP Asa

秘　　　　書：S Daniel P Michael、CP Hsiang Shin 連續六年 PP George

財  務  主  委：J. Lin 連續五年 Gary

糾  察  主  委：Tony 保羅哈里斯捐獻人 連續五年 Morken

節  目  主  委：Disc PE Sun、VP Printer 連續四年 P Michael

聯  誼  主  委：Fred Morken、Derek 連續三年 IPP Coffee

出  席  主  委：Tiger Russ、Robert 連續三年 PP Hank

社  刊  主  委：Martin 連續三年 Martin

行政管理主委：PE Sun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連續三年 Simon

社務服務主委：VP Printer IPP Coffee、Russ、Golden 連續三年 PE Sun

社  員  主  委：IPP Coffee 連續三年 PP Terry

服務計劃主委：PP Terry 紅箱捐獻前十名 連續二年 S Daniel

職業服務主委：Morken P Michael、PE Sun、PP Asa 連續二年 Tiger

社區服務主委：Derek Switch、Tiger、Robert 連續二年 Russ

國際服務主委：Russ IPP Coffee、CP Hsiang Shin 連續一年 Peter

新世代服務主：Golden VP Printer、Evan 連續一年 VP Printer

扶輪基金主委：PP George

公共關係主委：PP 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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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呂理全 Printer
2012-13年度社務服務主委

歡喜迎接以服務促進和平 07.04      

歡迎Bernie、Evan、James加入圓通大家庭 07.04

2012-13年度以服務促進和平團隊 07.04

薪火相傳 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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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中和福美社職員交接典禮 07.06      

第一次扶輪家庭聯誼會/社長伉儷招待全體社員寶眷合歡露營二日遊 07.16 

社員寶眷烤肉趣 07.16

頒發圓通諮詢委員會證書 07.12 中城網路社CP  Andy分享網路補出席 07.19

圓通聯誼會會長交接 07.16

2012-13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 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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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德利威電子15周年慶典 07.21

登山聯誼-土城大尖山步道  07.22

3480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08.18

水上聯誼會~北新游泳池 09.01 內輪會~冰冰好料理翁茂安廚藝教室 09.06

組團與台北永東社共同例會 08.15

感謝社員慷慨贊助登山聯誼活動經費0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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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員教育座談會/IPP Coffee主講09.13歡迎中和扶輪社共同例會 09.13

第30屆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日月潭 09.162012-13年度扶輪知識座談會 09.15

 2012-13年度3480地區總監邱雅文Charles蒞社公式訪問 0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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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江岷欽，講題：企業創新與社會責任

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10.05

3480 地區游泳聯誼趣味游泳邀請賽 恭賀本社榮獲3480地區游泳比賽冠軍 10.07

台灣的驕傲-3480地區榮耀之夜晚會

地點：晶豪樓餐廳 09.22

 第六分區聯合例會~中和晶豪樓餐廳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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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聯誼會/新店烏來拔刀爾山10.10

第二次扶輪家庭聯誼邀請人 10.10

地點：新店湖興土雞城 10.10

2012-13年度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10.13 陽光例會/楊梅紅鷄公客家菜館 10.18

第二次扶輪家庭聯誼

地點：晶豪樓餐廳 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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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13年度秋季花蓮知性之旅10.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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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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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son社友葡萄酒分享及薄酒萊新酒嚐鮮 11.15第二次新社員教育及扶輪知識座談會 11.08

James主講正確投資比辛苦工作更重要 11.08CP祥興主講幸福的密碼 11.01

 歡樂時光~卡啦OK聯誼 11.15

內輪會聯誼~紅酒之旅 10.25 主講人洋酒城負責人李穎信Eason 10.25

第1屆圓通超級星光卡啦OK爭霸賽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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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PP May扶輪生涯分享 12.06歡迎扶輪新血輪Andy、Patrick 12.06

芙蓉社PP Jo分享運轉不息的扶輪愛 12.13

組團訪問友好社板橋西區扶輪社 12.17 3480地區寶眷聯誼~銀色聖誕 穿越時空之旅 12.18

參加中和社授證三十週年高爾夫球賽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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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ken社友主講二代健保 01.03

參加Switch公司尾牙宴 01.12 中和圓通高爾夫球社長盃聯誼賽/桃園球場 01.15

參加中和社授證三十週年紀念晚會 01.10

參加兄弟社宜蘭南區社1001次例會 12.27陽光例會/宜蘭知性之旅 12.27

扶輪家庭聯誼歡渡聖誕晚會 12.23第三次扶輪家庭聯誼邀請人 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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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3年度第三次社長及秘書會議 03.02

歡迎友好社板橋西區社組團訪問 03.07    永和扶輪社授證三十六周年晚會 03.08

內輪會聯誼~紅包及賀卡製作 01.29

年終尾牙 01.31 新春團拜，社長盃高爾夫球頒獎 02.24

內輪會聯誼~音樂與美食饗宴 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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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bert社友分享如何有效的網路行銷 03.14

宜蘭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周年慶典 03.11

3480地區第二十六屆總監盃高爾夫聯誼賽 03.11

台北永東扶輪社授證十五週年晚會 03.15

賀Steven榮任新烏救生隊2013-15會長 03.16 第六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03.28

中和東區扶輪社授證十八週年晚會 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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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社長互贈禮物

第四次家庭聯誼會邀請人 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台北市士林官邸

 兄弟社宜蘭南區社組團訪問暨第四次扶輪家庭聯誼會 03.30 

永和社PP Frank扶輪四大考驗分享 04.18

林玟玲老師主講新住民識字教育暨生活輔導 05.03 2012-13年度社交舞聯誼 05.17

四月份月例賽/再興球場 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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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80地區第26屆地區年會 剪影 04.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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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13年度春季拉拉山知性二日遊 05.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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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分區聯合例會~慈濟雙和靜思堂 05.25 

組團與中和福美扶輪社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舉辦陽光例會 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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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會聯誼~大板根森林渡假村 06.05

第五次家庭聯誼會邀請人 06.15

登山聯誼~宜蘭礁溪聖母峰 06.09 完成11.2KM宜蘭礁溪聖母峰 06.09

 內輪會聯誼~大板根森林渡假村06.05 



3434

中和圓通

北新游泳池水上聯誼 06.22

顏永善Switch
中和社授證三十週年
授証盃總桿冠軍

廖嘉文Tony
3480地區第26屆
總監盃淨桿冠軍

鄭思孝PP Terry
接待俄羅斯D2225扶輪
友誼交換計劃

會長盃高爾夫球聯誼~北海球場 06.18 

曾錦煙Morken 新淡水球場第七洞一桿進洞 魏宏穎Gary單攻玉山主峰登頂成功

 圓 通 之 光 

 

超 

越 

巔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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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錦煙 Morken
2012-13年度職業服務主委

參訪Fred社友/晶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世貿2012婦幼用品大展 7.10

參訪IPP Coffee/上島食品有限公司宜蘭利澤工業區新建工程 珍珠奶茶文化綠工廠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08.06

參訪J.Lin社友/怡寶國際古董文物拍賣會 09.30冰冰好料理御用主廚翁茂安廚藝教學 09.06

YEP學生參訪上島食品有限公司 將台灣珍珠奶茶發揚到全世界 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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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Switch社友/德利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贈送扶輪社員在職業或專門職業宣言 09.20

感謝台北西區社前社長PP Rubber的引薦~參訪中華汽車公司楊梅廠 10.18

 中和圓通扶輪社陽光例會暨職業參訪楊梅中華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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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訪Tiger社友/晶鎮吉水晶珠寶公司2012年24屆台北國際珠寶展 12.21

賀Switch社友榮獲國際扶輪(Rotary International)表揚卓越職業服務功勞獎 01.05 

     參訪兄弟社宜蘭南區扶輪社Wayne社友/美吉樂有限公司 12.27

 中和圓通扶輪社陽光例會暨職業參訪宜蘭美吉樂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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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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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送扶輪社員在職業或專門職業宣言 03.21

參訪Leader 社友/德龍憶傢俱企業有限公司 06.27

參訪Robert 安口食品機械南港區展覽館機械展 06.27 參訪IPP Coffee 上島食品南港區展覽館食品展 06.27

贈送扶輪社員在職業或專門職業宣言 06.27

參訪Patrick社友/瑞星牙醫診所

參訪宜蘭南區扶輪社社友Wayne莎貝莉娜 手作文創館中華店開幕慶典 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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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成 Derek
2012-13年度社區服務主委

第六分區聯合服務~Happy School獎學金捐贈 07.10 聯合服務~社區老人關懷活動 07.14

聯合服務-新住民識字教育計劃 09.26 主辦分區聯合新住民識字教育計劃 09.26

2012同星協力轉動愛-用愛揮灑精采人生 10.273480地區「全球氣候遽變對策」論壇 10.06

跨地區服務~學田米服務贊助偏遠學童 09.17 社長購買學田米致贈全體社友中秋節禮物 09.27



中和圓通     扶輪社

40

中和圓通     扶輪社

中和圓通社捐贈積穗國中獎助學金 10.31

3480地區人口議題創意高峰論壇 12.01 會後社長慰勞參與的社友享用午餐 12.01

台北國語實驗小學~受贈期刊架一批 12.08臺北教育大學期刊架(轉)捐贈儀式 12.08

聯合服務-烘爐地公共形象廣告揭幕儀式 11.22 聯合舉辦~反毒反暴力暨法治教育活動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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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台北燈節主燈Happy龍認養揭牌儀式 12.25 積穗國中補校歲末多元文化藝文活動 12.25

3480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 01.18 本社推派Derek社友千金戴 參加 01.20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關懷身心障礙者 1.30第六分區聯合舉辦-關懷獨居老人 1.18

臺北教育大學期刊架(轉)捐贈宜蘭岳明國小 12.27 第六分區聯合服務-勸募捐血活動 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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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愛心捐血活動 3.16 3480地區全球為記憶而走~憶家動起來 4.20

贊助3480地區心臟病兒童篩檢車貳萬元 3.09 2012-13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 3.16

宜蘭南區社、板橋西區社、中和圓通社、中和福美社聯合社區服務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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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登茂 Golden
2012-13年度新世代服務主委

YEP派遣學生廖翊惟出國報告 08.02

YEP派遣學生羅于晴出國報告 08.09

秋季旅遊-花蓮二日遊 10.27

美國佛羅里達州奧蘭多北美青少年交換會議 02.14

YEP學生朱子栩歸國報告 08.09

本社接待YEP學生德國克偉、加拿大喬恩 08.19

陽光例會-宜蘭知性之旅 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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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新世代服務 扶輪心岳明情 ~ 學田米社區聯合服務計劃播種 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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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代服務 扶輪心岳明情 ~ 學田米社區聯合服務計劃收成 0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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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圓通大家庭～社員介紹

鄭永裕 Alec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進出口/中藥材

郭瑞和 Andy

2012.12.06再入社

職業分類：記帳士

梁敬龍 PP Asa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生命事業        

吳炳輝 Banker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銀行經理

朱午潮 Bernie

2012.07.05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師

曹書生 Bobson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師

陳奕霖 C.Y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保險

周嘉峻 Car

2008.12.25入社

職業分類：汽車業

陳家昇 PP Coffee

2005.07.02入社

職業分類：食品原料

何永華 Daniel

2011.07.28入社

職業分類：室內設計        

林局衛 David

2011.07.01 入社

職業分類：食品業

黎永康 Davidking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印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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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德成 Derek

2009.05.04入社

職業分類：服務業

翁豪良 Disc

2011.10.02入社

職業分類：電腦電子通路商

陳成興 Evan

2012.07.05 入社

職業分類：電子製造業

文鑑宇 Fred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嬰童用品銷售

林淪騫 Franklin
2004.07.28入社
職業分類：金融業

魏宏穎 Gary
2007.04.21入社
職業分類：辦公傢俱製造

楊耀煌 PP George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商

吳登茂 Golden
2011.07.01入社
職業分類： 烘培業

呂漢崗 PP Hank
2004.07.28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師

黃獻祥 CP Hsiang Shin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餐廳經營管理

陳致中 James
2012.07.05 入社
職業分類：金融業

李春福 Leader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家俱設計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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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豪裕 Madison
2006.07.01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開發

葉善雲 Martin
2010.02.04入社
職業分類：教育

林俊銘 IPP Michael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雲端運算

曾錦煙 Morken
2006.12.24入社
職業分類：會計師

馬建中 Opera
2011.07.01入社
職業分類：營建修繕

陳必達 Package
2011.12.01入社
職業分類：自動化工程

陳村田 Pasta
2011.10.02入社
職業分類：餐廳經營管理

高宇鋒 Patrick
2012.12.06入社
職業分類：齒科醫師

莊進聰 Peter
2012.05.19入社
職業分類：廠辦房屋仲介

呂理全 Printer
2005.07.02入社
職業分類：彩色印刷

歐陽禹 Robert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食品機械

何睿豐 Russ
2008.08.20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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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雲喨 Safe
202.03.08入社
職業分類：消防器材工程

廖顯名 Samuel
2007.09.20入社
職業分類：保險

羅世局 Simon
2010.05.08 入社
職業分類：化學製造銷售

蔡榮修 Steven
2004.07.22入社
職業分類：房屋仲介

孫煒哲 Sun
2009.08.13入社
職業分類：交通工程

顏永善 Switch
2010.07.03入社
職業分類：電子零組件製造

鄭思孝 PP Terry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出口貿易

盧錦華 Tiger
2011.07.01入社
職業分類：環保紙藝

廖嘉文 Tony

2006.07.01入社

職業分類：建築營造

扶輪定義
扶輪是結合全世界事業及專業的領導人士的一種組織，提供博愛的服務，在

職業方面鼓勵崇高的道德標準，並幫助建立世界的親善與和平。

扶輪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

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之價

值；及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

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2012.07.01 第六分區五社聯合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地點：中和晶豪樓

2012.07.05 中和圓通社授證八週年暨第八、九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07.06 中和福美社交接，地點：中和宸上

2012.07.06 職業服務-參訪Fred社友台北世貿2012婦幼用品大展

2012.07.07 2012-13年度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委員會，地點：政大公企中心綜合大樓C601

2012.07.07 2012-13年度地區第一次社秘會，地點：政大公企中心綜合大樓C601

2012.07.10 第六分區聯合服務-Happy School獎學金捐贈活動，地點：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

2012.07.12 第420次例會，2012-13年度社長暨職員幹部工作報告

2012.07.13 新北市扶輪社授証暨交接典禮晚會，地點：六福皇宮

2012.07.14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社區老人關懷」活動，地點：新北市銀髮族協會

2012.07.14 第一次扶輪家庭聯誼會，邀請人:社長Michael伉儷，地點:坪林合歡露營二日遊

2012.07.17 圓通高爾夫球聯誼，地點：大溪鴻禧球場

2012.07.19 第421次例會，主講人:中城網路扶輪社陳品棋CP Andy，講題：網路補出席

2012.07.20 2012-13年度第六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地點：中和晶豪樓

2012.07.21 德利威電子15週年慶暨員工家庭日，地點：新竹綠世界生態農場

2012.07.22 圓通登山聯誼，地點：土城大尖山步道

2012.07.26 第422次例會，2012-13年度YEP派遣學生翊惟出國報告，召開7月份理事會

2012.08.02 第423次例會，蘇拉颱風放假，休會一次

2012.08.06 上島食品「珍珠奶茶文化綠工廠」新建工程動土典禮，地點：宜蘭利澤工業區

2012.08.09 第424次例會，YEP學生子栩歸國報告及2013年度YEP派遣學生于晴出國報告

2012.08.15 第425次例會，組團與台北永東社共同例會，主講人：陳定中，講題：南沙群島

2012.08.18 2012-13年度國際扶輪3480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2012.08.18 歡迎2012-13年度YEP學生Natassja Joan Bilinsk抵台

2012.08.20 歡送2012-13年度YEP學生Tony千金出國

2012.08.23 第426次例會，社務座談、拍賣，召開八月份理事會、幹部會議

2012.09.01 圓通水上聯誼，地點：新店北新游泳池

2012.09.06 第428次例會，主講人:黃茂栓醫師，講題:免除看牙的恐懼

2012.09.06 圓通內輪會聯誼~冰冰好料禮御用主廚翁茂安廚藝教室，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09.13 第429次例會，歡迎中和扶輪社共同例會，主講人：陳俊霖，講題：古董漫談

2012.09.13 新社員教育座談會，主講人：陳家昇IPP Coffee，講題：分享扶輪、地點：新莊IKEA

2012.09.14 第六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會議，地點：晶豪樓餐廳

2012.09.15 2012-13年度扶輪知識座談會 地點：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

2012.09.16 圓通水上聯誼~2012第30屆日月潭國際萬人泳渡日月潭

2012.09.17 扶輪心岳明情~學田米社區聯合服務~協助偏遠學校就學及實現童年夢想助學活動

中和圓通     扶輪社

56

2012-
13年度

紀實 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2.09.20 第430次例會，3480地區總監監邱雅文DG.Charles公式訪問

2012.09.20 職業服務~參訪Switch德利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地點：中和區橋和路88號4F 

2012.09.22 職業服務~參加J Lin怡寶國際古董圓山拍賣會

2012.09.22 第六分區聯合例會，主講人：江岷欽，講題：企業創新與社會責任，地點:中和晶豪樓

2012.09.26 第六分區聯合服務-新住民識字教育計畫，地點:中和積穗國中

2012.09.27 第432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學田米服務計畫介紹，召開9月份理事會、幹部會議

2012.10.04 第433次例會，主講人：郭天明博士，講題：一般的禮貌和社交技巧

2012.10.05 台灣的驕傲-3480地區榮耀之夜晚會，地點：台北寒舍艾美酒店

2012.10.06 國際扶輪3480地區「全球氣候遽變對策」論壇，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2012.10.07 國際扶輪3480地區游泳聯誼趣味游泳邀請賽，地點：南湖高中

2012.10.10
第二次扶輪家庭聯誼會，邀請人: Golden(組長)、Fred、Disc、David、S. Daniel、J. Lin、Pasta、
Peter、Stainless.、Tiger，地點:新店湖興土雞山莊
圓通登山聯誼，地點：新店烏來拔爾刀山

2012.10.12 參加PP Terry公子鄭光克、石宇庭結婚喜宴，地點：世貿三三婚宴會館

2012.10.13 2012-13年度新社員教育講習會，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2012.10.18 第434次例會，陽光例會暨職業參訪~中華汽車楊梅廠

2012.10.25 第435次例會，拍賣、社務座談，召開10月份理事會、幹部會議

2012.10.26 參加Tiger公子盧以威、張媼佩結婚喜宴，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10.27 2012同星協力轉動愛-用愛揮灑精采人生，地點:慈惠堂

2012.10.27 2012-13年度中和圓通扶輪社秋季旅遊，地點：花蓮理想大地

2012.10.30 雙和扶輪社授證十六週年紀念晚會，地點：晶豪樓宴會餐廳

2012.10.31 中和、福美、圓通三社聯合捐贈積穗國中獎助學金，地點：中和積穗國中

2012.11.01 第436次例會，主講人：黃獻祥CP Hsiang Shin，講題：幸福的密碼

2012.11.01 組團恭賀PE Sun、Car、Russ釣魚台生猛海鮮餐廳開幕誌慶

2012.11.03 圓通扶輪登山聯誼會，地點：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2012.11.08 第437次例會，主講人：陳致中James，講題：正確投資比辛苦工作更重要

2012.11.08 新社員教育及扶輪知識座談會，主講人：鄭思孝PP Terry，講題：漫談扶輪

2012.11.09 第六分區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11.10 2012-13年度第二次社長及秘書會，地點：台灣大學

2012.11.15 第438次例會，主講人：李穎信Eason，講題：葡萄酒分享及薄酒萊新酒全球嚐鮮

2012.11.15 第1屆圓通超級星光卡啦OK爭霸賽，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11.19 第六分區八社公共形象廣告揭幕儀式，地點：中和烘爐地停車場

2012.11.20 圓通高爾夫球11月份月例賽，地點:林口第一球場

2012.11.22 第439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召開11月份理事會、2012-13年度幹部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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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台灣七地區歡迎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訪台歡迎晚宴，地點：台北市王朝大酒店

2012.12.01 D3480地區「人口議題創意政策研發」高峰論壇，地點：台大法律學院

2012.12.03 D3480，3490，3520三個地區聯合歡迎RIPE伉儷晚會，地點：台北晶華飯店

2012.12.06
第441次例會，歡迎新北市扶輪社共同例會，主講人：PP May，講題：扶輪生涯分享
歡迎扶輪心血輪~郭瑞和Andy、高宇鋒Patrick

2012.12.07 中和福美扶輪社授證15週年授證晚會，地點：花園大飯店

2012.12.08 圓通扶輪社社區服務-教育大學期刊架捐贈儀式，地點：教育大學

2012.12.13 第442次例會，主講人:黃敏靈PP Jo，主題：運轉不息的扶輪愛

2012.12.17 組團訪問板橋西區扶輪社，地點：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F

2012.12.18 圓通高爾夫球~參加中和社授證三十週年授證盃高爾夫球賽，地點：大溪鴻禧球場

2012.12.18 圓通內輪會參加3480地區寶眷聯誼~銀色聖誕 穿越時空之旅，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2012.12.19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反毒反暴力暨法治教育」活動，地點：錦和高中

2012.12.20 第443次例會，常年社員大會，2013-14年度第十屆理事選舉、召開12月份理事會

2012.12.21 職業服務-參訪Tiger世貿珠寶展，地點：世貿一館

2012.12.21 3480地區2013-14年度未來願景計劃講習會，地點:主廚之家

2012.12.23
第三次扶輪家庭聯誼會，邀請人：VP Printer(組長)、PP Asa、Banker、Bernie、Bobson
Franklin、PP Hank、CP祥興、Opera、Package、Safe，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2012.12.25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2台北燈節主燈Happy認養揭牌儀式

2012.12.25 圓通社區服務~積穗國中補校2012歲末迎2013多元文化藝文SHOW

2012.12.27 第444次例會，陽光例會~參加宜蘭南區社1001次例會暨職業參訪~美吉樂有限公司

2013.01.03 第445次例會，主講人：曾錦煙Morken，講題：二代健保

2013.01.05 2012-13年度「職業服務成就獎表揚大會」，地點：台灣大學，受獎人：Switch

2013.01.10 第446次例會，主講人：姜運志先生，講題：交通事故處理與預防

2013.01.11 中和社授證三十週年慶典晚會，地點：中和晶豪樓

2013.01.12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勸募捐血活動」，地點:中和四號公園

2013.01.12 圓通登山聯誼會~泰山瓊仔湖泰山巖

2013.01.12 參加Switch德利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尾牙宴，地點:新莊大宅門餐廳

2013.01.15 圓通高爾夫球1月份月例賽暨社長盃聯誼賽，地點：桃園球場

2013.01.17 第447例會，主講人：何文堯先生，講題：新聞主播實務

2013.01.17 內輪會活動~音樂與美食饗宴，地點：林口國家一號院

2013.01.18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關懷獨居老人」，地點：耕莘醫院永和分院

2013.01.18 第六分區第五次社長秘書會議，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2013.01.24 第448次例會，拍賣、社務行政會議，召開一月份理事會

2013.01.29 內輪會活動~紅包及賀卡製作，地點：祥興樓水漾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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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1.30 第六分區聯合舉辦關懷身心障礙者，地點：中和發展中心

2013.01.31 第449次例會，年終尾牙

2013.02.21 第452次例會，新春團拜，社長盃高爾夫球頒獎

2013.02.24 國際扶輪3480地區和平論壇，地點：台大法律學院

2013.03.02 2012-13年度第三次社長及秘書會議，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2013.03.02 本社主辦第六分區第六次社長秘書會議，地點：阿美飯店

2013.03.07 第454次例會，板橋西區社組團訪問，主講人：莊永明先生，講題：走過望春風的年代

2013.03.08 永和扶輪社授證三十六周年晚會，地點：中和烘爐地

2013.03.09 扶輪心岳明情~學田米社區聯合服務計劃，地點：宜蘭岳明國小、港邊社區

2013.03.11 3480地區第二十六週年會高爾夫聯誼賽，地點：大溪高爾夫球場

2013.03.11 宜蘭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周年慶典，地點：宜蘭龍園會館

2013.03.14
第455次例會，主講人：歐陽禹Robert，講題：如何有效的網路行銷
召開授證交接第一次籌備會

2013.03.15 台北永東扶輪社授證十五週年晚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

2013.03.16 2012-13公民行動方案競賽決賽暨頒獎典禮，地點：台大霖澤館

2013.03.16 中和東區扶輪社授證十八週年晚會，地點：晶豪樓餐廳

2013.03.16 102愛心捐血活動，地點：中和圓通路成真幼兒園

2013.03.16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烏救生隊新舊任隊長交接，恭賀Steven榮任會長

2013.03.21 第456次例會，社務行政會議~2013年社員大會

2013.03.21 職業參訪~Patrick瑞星牙醫診所，地點：中和安邦街130號

2013.03.21 召開三月份理事會，地點：松亭新日本料理(社長招待2012-13年度理事)

2013.03.22 訪問菲律賓Bagumbayan-Manila扶輪社暨圓通高爾夫球海外聯誼賽

2013.03.28 第六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地點：桃園球場

2013.03.30 2013-14年度社長當選人訓練會(PETS)，地點：圓山飯店(3/30~3/31)

2013.03.30
第457次例會，兄弟社宜蘭南區社組團訪問，第四次扶輪家庭聯誼會暨陽光例會
邀請人Morken(組長)、Andy、Car、IPP Coffee、DavidKing、Gary、Leader、Robert
Russ、Samuel、Steven，地點：士林官邸、大溪地婚宴會館

2013.04.11 第459次例會，拍賣，社務座談及分享

2013.04.13 3480地區第26屆地區年會，聯合例會，地點：圓山飯店

2013.04.13 參加第26屆地區年會聯合例會，主講人：陳立恆，講題：文創品牌 國際之路

2013.04.13 台日扶輪文化藝術交流展，地點：台北市內湖科學園區

2013.04.18 第460次例會，主講人：永和社PP Frank，講題：扶輪四大考驗，召開4月份理事會

2013.04.20 3480地區全球為記憶而走~憶家動起來健走活動，地點：台北市政府前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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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25
第461次例會，歡迎Bagumbayan-Manila扶輪社組團訪問
下午:參訪三峽祖師廟、老街、鶯歌陶瓷博物館，晚餐:三峽磚窯雞

2013.04.27 2013-14年度地區講習會，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2013.05.02 第462次例會，主講人：林玟玲老師，講題：新住民識字教育暨生活輔導

2013.05.03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二十週年紀念晚會，地點：板橋典華婚宴廣場

2013.05.04 中和圓通扶輪社2012-13年度春季旅遊，地點：桃園拉拉山(5/4~5/5)

2013.05.07 第463次例會，組團與中和福美扶輪社舉辦陽光例會，地點：三峽大板根溫泉渡假村

2013.05.10 第六分區第七次社長秘書會議，地點：用膳坊日式料理

2013.05.18 2012-13年度扶輪講師研習會，地點：圓山飯店

2013.05.16 第464次例會，主講人：盧蘇偉，講題：賞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天才

2013.05.17 社長Michael出席日本廣島和平論壇(6/17~6/18)

2013.05.25 第六分區聯合例會，地點：慈濟雙和靜思堂，主講人：劉濟雨，講題：正信人生

2013.05.29 組團訪問姐妹社韓國釜山海雲臺扶輪社

2013.06.05 內輪會活動~新舊任會長交接，地點：大板根溫泉渡假村

2013.06.06 第466次例會，主講人：賀立維，講題：由原子彈變茶葉蛋 – 我國的核能發展史

2013.06.08 第六分區第八次擴大社長秘書會議，地點：台北一郎日式料理餐廳

2013.06.09 登山聯誼~宜蘭礁溪聖母山莊國家步道

2013.06.13 第466次例會，主講人：王中和，講題：星座與人際關係 

2013.06.14 職業服務-參訪宜蘭南區扶輪社社友Wayne莎貝麗娜 手作文創館中華店開幕慶典

2013.06.15
第五次扶輪家庭聯誼會，邀請人：Derek(組長)、Alec、Evan、PP George、James
Madison、Martin、Simon、Switch、PE Sun、PP Terry、Tony
地點：三峽大板根溫泉渡假村

2013.06.20 第468次例會，2013-14年度職員幹部DA講習會分享

2013.06.23 社長Michael出席葡萄牙里斯本國際年會(6/23~6/26)

2013.06.27 職業服務-參訪Robert社友安口食品機械公司南港區展覽館食品機械展

2013.06.27 職業服務-參訪IPP Coffee上島食品公司南港區展覽館食品展

2013.06.27 第469次例會，社務座談、授證交接預演

2013.06.27 中和地區合唱團團長交接

2013.06.27 職業服務-參訪Leader社友德龍憶傢俱企業有限公司

2013.06.27 中和圓通扶輪社第九、十屆擴大理事會，地點：釣魚台生猛海鮮餐廳(板橋廣權路12號)

2013.06.28 第六分區四社聯合社長職員交接典禮(茶會)，地點：國立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

2013.06.28
第六分區 2012-13年度社長 秘書、2013-14年度社長 秘書餐敘(雙和扶輪社邀請)
地點：易牙居餐廳(永和區成功路1段80號B1)

2013.06.29 102初夏慶收割~扶輪心岳明情學田米新世代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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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RI社長文告

參與扶輪
改變人生



姓　　名：孫煒哲 Sun
入社日期：2009.08.13
職業分類：交通工程
服務單位：丰群交通工程有限公司

姓　　名：郭瑞和 Andy
入社日期：2012.12.06再入社
職業分類：記帳士
服務單位：峻誠稅務記帳士事務所

中和圓通     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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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扶輪社
2013-14年度社長、秘書簡介



中和圓通     扶輪社
中和圓通     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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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年度(第十屆)圓通扶輪社-組織表

社　長
P Sun

社長當選人
PE Printer

副 社 長
VP Derek

秘 書 長
S Andy

財　務
主委 Morken

糾　察
主委 PP Asa

咨詢委員會 ：CP Hsiang Shin、PP Hank、PP Asa、PP George、PP Terry、
PP Coffee、IPP Michael

理　事：Andy、PP Asa、PP Coffee、Daniel、Derek、Golden、IPP Michael、
Morken、PE Printer、P Sun、Switch、Tony、Tiger

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 PE Printer

社務服務 主　委
VP Derek 社　史 主　委

IPP Michael

聯　誼 主　委
Daniel 節　目 主　委

Tony

出　席 主　委
Golden 社　刊 主　委

Switch

高爾夫球 主　委
PP George 內輪會 主　委

孫那亞

水上登山康樂 主　委
James 授證交接 主　委

VP Derek

扶輪家庭 主　委
Disc 兄弟社發展 主　委

PP Coffee

社員委員會主委
PP George

顧　問 主　委
IPP Michael 扶輪知識 主　委

Daniel

社員發展 主　委
Simon 社員教育 主　委

PE Printer

服務計畫委員主委
PP Hank

職業服務 主　委
Russ 國際服務 主　委

Robert

社區服務 主　委
Disc 青少年服務 主　委

PP Hank

青少年交換 顧　問
Tony

扶輪基金委員會
主委 IPP Michael

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 PP Coff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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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和圓通

歡 迎 扶 輪 新 血 輪

職業分類：育樂

服務單位：雙群育樂有限公司

出生日期：1967.04.24

通訊地址：台北市文山區中崙路7號

行動電話：0910-002-5006

夫　　人：黃琬凌

介 紹 人：P Sun、S Andy

高仁和 Jacky
職業分類：旅遊業

服務單位：富觀旅行社

出生日期：1968.06.20

通訊地址：新北市永和區秀朗路一段6號5F

行動電話：0987-115-111

介 紹 人：P Sun、S Andy

黃界夫 Jeff



這是咱們的扶輪社
感謝天、感謝地、感謝大家，用真情甲鼓勵將阮栽培；

愛珍惜每一個付出的機會，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什麼人才攏置遮，為著理想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什麼困難攏毋驚，扶輪郅條路咱用心做陣行。

城裏的月光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　總有個記憶揮不散

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這個世間萬千的變化　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　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溫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間聚散　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守候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

每顆心上某一個地方　總有個記憶揮不散

每個深夜某一個地方　總有著最深的思量

這個世間萬千的變化　愛把有情的人分兩端 oh no no

心若知道靈犀的方向　那怕不能夠朝夕相伴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溫暖他心房

看透了人間聚散　能不能多點快樂片段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　請守候它身旁

若有一天能重逢　讓幸福撒滿整個夜晚(重覆)

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洋，

扶輪社中總愛歌唱，好叫客人心歡暢，

一見總監大家歡暢，希望總監有同感！

請將扶輪精義闡明，若有指示亦請講。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讓我們歡迎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Ro-ta-ri-an請再來。

扶輪歌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