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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上海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二晚 6:30)
2. 北京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二中午 12:30)
郵箱: richardzi@outlook.com
⼿手機: 86-135-0198.9523
3. 成都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二晚 6:30)

北區助理總監
Mike Ma
馬毓鴻

中華人民共和國

中國區特別代表
Frank Yih
葉守璋

衛星扶輪社 ( 語種及例會時間 )
19. 大連開發區衛星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一晚 6:30)
20. 瀋陽衛星扶輪社 ( 英語社 )

西區助理總監
Harley Greenberg

臨時扶輪社 ( 語種及例會時間 )
21. 南寧臨時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三晚 6:30)
22. 上海 Elysee 臨時扶輪社

東區助理總監
Richard Zi
徐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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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海 Fresh Start 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五早 7:30)
5. 上海浦西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三晚 7:00)
6. 上海浦東陸家嘴扶輪社 ( 英語社，每月第二， 四周周四晚 6:30)
7. 蘇州扶輪社 ( 英語社，每月第二， 四周周三晚 6:30)
8. 天津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二晚 6:00)
9. 大連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日晚 6:00)
10. 北京朝陽扶輪社 ( 華語社，每月第一， 三周周四中午 12:00)
11. 北京文華扶輪社 ( 華語社，每月第一， 三周周四中午 12:00)
12. 昆山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二晚 6:00)
13. 重慶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一晚 7:00)
14. 杭州扶輪社 ( 英語社，每月前三周周四晚 6:30，第四周周六中午 12:00)
15. 青島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四晚 7:00)
16. 上海虹橋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六中午 12:00)
17. 寧波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三晚 6:30)
18. 蘇州文華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一晚 6:00)

( 法語社，每月第一周周一早 7:30，第二三四周周一晚 7:30)

23. 昆明臨時扶輪社 ( 英語社，每週二晚 7:30)
24. 南京臨時扶輪社 ( 英語社，每月第一， 三周周三晚 7:30)
25. 北京香江華語臨時扶輪社 ( 華語社，每週五晚 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