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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11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 18：30 開會 19：00 用餐聯誼
2. 地點: 桂都國際美食館(彰化市中興路 187 號)
3. 請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9/2

四

1511

例會；理監事會-在外召開假桂都國際美食會館

9/9

四

1512

例會

9/16

四

1513

例會

9/25

六

1514

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地點假秘書 COPPER 工廠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31 屆第三次理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99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6：30
二、 地點：桂都國際美食館
三、 出席：吳偉立、洪銘辰、鄭榮進、趙志能、林伯龍、林源祥、陳乃升、
金學宏、蔡元森、劉燦霖
四、 列席：吳逢誌
五、 請假：無
六、 主席：社長 吳偉立
紀錄：執行秘書鄭絜滎
七、 討論提案
1. 案由：各位社友製作名牌事宜案。
議決： 委由 LED 處理，並待確認材質、價格後待議。
2. 案由：年度暑期郊遊—北部溫泉之旅兩天一夜活動收支報告案。。
說明：
1.
2.

收入
社友統一捐款 1200*15
參加收入

18,000 1.
56,100 2.
3.
4.
5.
6.
74,100

支出
8/14.15 遊覽車資
保險費
住宿費用
8/14 午餐費
8/14 晚餐費
西藏特展門票費

23,000
1,840
43,230
5,240
7,500
4,780
85,590

74,100-85,590=-11,490
議決：支出不足部分，由社長歡喜 7,000 元；秘書歡喜 3,000 元；聯誼主委歡喜 1,490 元。
3. 案由：辦理年度職業觀摩事宜案。
議決： 委由 PHONE 處理。
4. 案由：辦理年度中秋女賓夕事宜討論案。
說明：A.時間、地點：9 月 25 日(六)假 COPPER 社友工廠。
B.統一辦理：依往例社長 4,000、秘書 3,000、理監事 2,000、社友 1,000
C.社長自費贈年度國中(含)以上金榜題名社友子女紀念品
議決：由社友報名金榜題名部份。
5. 案由：參加泰國美賽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事宜案
說明：授證日期-12 月 18 日(六)
議決：預定 12/17(五)~12/19(日)，並擬報名表請各位社友踴躍報名。
6. 案由：林伯龍社友申請推薦 2013-14 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及 2010-11 年度 RI
個人四大服務獎事宜討論案。
議決：全數配合無異議通過。
7. 案由：9、10 月份例會節目討論案。
議決：委由 CASH 處理。
八、 臨時動議：
1. 案由：社內例會活動有專題演講可否邀請他社社友蒞社聆聽。
議決：全數無異議配合通過。
九、 散會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12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9 月 9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聯誼 19：00 開會
2. 地點: 本社社館
3. 節目：RACK 社友生活分享
4. 請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9/9

四

1512

例會

9/16

四

1513

例會

9/25

六

1514

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地點假秘書 COPPER 工廠

9/30

四

1515

例會；慶生暨結婚聯誼

哈囉！各位社友們大家好：
不知社友們對於社刊的編排有無其他構
想呢？或者也文思泉湧拿起手上的紙筆或 KEY
進電腦中，分享你的喜怒哀樂，或讓大家能因
為您的分享更增廣見聞呢？歡迎來稿唷！
彰化中區社 歡迎您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1512次例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10-11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有關第33屆地區年會籌備工作之
委任，函請配合(彰化中區社-無線電組)。
二、10-11總監辦事處來函，公告11-12年度扶輪大使獎學金甄試結果。
三、10-11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有關國際扶輪年會表揚事項。(1.
表揚獎項：「扶輪無名英雄獎」，10/15(五)前報名；本年度有
推薦滿100位以上新社員或成立10個以上新扶輪社「社友獎」
2.2011年2月5日(六)在南非‧開普敦舉行「雷‧扶輪團圓日」
有意參加者於10/31日前上RI網站報名。
四、國際扶輪總會來函，第九屆理監事任期即將屆滿，如有意參加
競選第十屆理事或監事，請在10月10日前寄至辦事處。
五、國際扶輪總會來函，請各社推派代表參加第九屆第四次會員社
代表大會。
六、彰化東區社來一報名表，第一分區10-11年度聯合例會高爾夫
球聯誼賽簡章；比賽時間：10月25日(一)上午11：30開球；報
名費用：500元/位；報名日期：即日起至10月1日止。
七、台中中區社邀請函，通知授證31週年紀念慶典，時間：99年10
月12日下午5：30註冊聯誼6：00準時開會；地點：台中金典酒
店13樓金典廳。
八、台中中區社通知函，授證高爾夫球賽通知，時間：99年10月12
日上午9：30開球；比賽地點：興農高爾夫球場。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10 次例會(10.08.26)慶生聯誼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第 1511 次例會(10.09.02)理監事會議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暑期自強活動 10.08.14-15(系列報導之二)

z 10：00 故宮-西藏特展

z 16：30 情人橋

z 18：20 海風餐廳-社長歡喜

z 兩天一夜行程之旅遊感言

z CASH：(主持人)
兩天的旅遊也接近尾聲，其實誰最辛苦？最辛苦的那一位已經先回家了，其實有三位，第一位是
COPPER；第二位是司機大哥林先生；第三位是一路陪著我們走的阿霞姐，其實社長也很辛苦，昨晚
表演魔術。那麼現在請各位社友輪流說些話，先請社長…
z WILLY：
晚餐是透過 CASH 特殊管道準備的，是老街中最老的一家，所以讓大家有一個回憶，所以他應該最辛
苦，先謝謝他。整個行程都是 CASH 和 COPPER 安排，包括住的、逛的都很不錯。溫泉會館的位置
和風景都很不錯，包括溫泉之夜，趣味魔術，大家都會了，不知隔了一陣子大家還會不會，台北的故
宮五千年的文化非常厚實，今日看了西藏，社務何時要擬個西藏之旅？所以社裡聯誼第一…當然更感
謝這兩天社友的配合，謝謝大家，謝謝，也要謝謝隨身記者 RACK 及幹事小姐，把有意義的回憶紀錄，
謝謝各位。
z WILLY 夫人：
各位大家好，社友夫人、小扶輪還有親戚，希望大家今晚的晚餐用愉快，很高興今日與昨日天氣晴朗，
大家玩的都很愉快，相信大家都會有很美好的回憶，謝謝大家。
z RACK：
非常感謝 PHONE 騎著小折幫忙買點心、”水”及 CASH 的包包，才能將宵夜帶回，非常感謝社友這次
自強活動非常成功，謝謝聯誼主委還有 COPPER 昨日陪我們依同前來，但因為家中有事未能和我們完
成所有行程。今日在故宮看的文物，雖並未涉足這方面(因信基督教)，但也因深怕忘了這次看展的內
容，在門口就買了導覽書，如有社友想要深入了解，將會掃描上傳至中區社網站，歡迎上網閱覽，今
日非常高興，謝謝各位社友。
z PHONE：
社長、CASH 主委，各位社友、社友夫人，各位小扶輪，各位親友大家晚安，大家好。CASH 說要先
發表感言，不然也已累了，已很久沒有坐遊覽車出遊了。昨天宵夜要去老街的 7-11 買的，後來先看到
了全家，其實如果是到全家不遠，該用走的去的，不然上坡騎小折，多虧有 CASH 的背包，不然一隻
手跟本無法騎，也要感謝大家，之前已有先來探路過了，選的地方雖不同，但也一樣是”三好米”，只
差昨晚住的較靠近烏來。可以順利成行，中區人數不多，但參加人數已算多了，希望這樣的精神繼續
保持，雖有些人無法參加有很多原因，但希望”有心作伙，不要退轉”，希望能有更多人參與中區社的
各種活動，尤其感謝社長、社長夫人的支持，謝謝。
z PHONE 夫人：
今日最謝謝社長、社長夫人，沒有決定此行程，可能就無法出席，在蘇黎世打開電腦，行程訂為
8/14~15，我就很感動，因為我 8/11 就回國了，在那時就開始思考準備好吃的東西給大家。巧克力是
在瑞士工廠所買的新產品，內餡為石榴口味，又看到杏桃，在台灣沒有看過，但因杏桃不能帶，所以
帶杏桃乾，台灣沒有的，帶來跟大家分享，這兩天的行程，非常的快樂，大家都很辛苦，謝謝大家。
z JIM：
社長、社長夫人、社友、社友夫人、小扶輪大家好，大家晚安，咱中區社都是如此，歡歡喜喜出門、
歡喜平安回家。秘書直到大家抵達溫泉會館沒有問題後才先行離開。社長今日豐富的晚餐，彰化吃不
到的，社長今日決定於淡水用餐是正確的，大家玩得很開心，奉社長之命，下次辦西藏之旅，希望各
位社友能踴躍參加。
z JIM 夫人：
謝謝社長和社長夫人，給我們有這個機會遊玩，謝謝、謝謝大家，謝謝 CASH，大家辛苦了，謝謝，
晚安！
z TUBE：
大家好，這次的夏旅，謝謝社長帶給我美好的回憶，讓我吃得很飽，玩得很盡興，要推薦淡水老街

有一間頂呱呱，玩到一半，熱得嚇人，因丹堤咖啡無法讓妞妞進去，而找到淡水老街頂呱呱，下次
建議各位走到累的時候，別忘了有這一家，消費最便宜、冷氣最強的地方。這次晚餐吃得很開心，
除了大還是大、除了好吃還是好吃，所以有跟社長建議下次交接或理監事會議搭高鐵轉捷運，可能
晚餐這一桌全部社友來吃都還吃不完。其實今日下午感覺上沒有必要在淡水有個”TEA TIME”，也許
可以中午吃後請餐廳先不要收走，逛逛老街再回來吃晚餐剛剛好，也許下次可以這樣安排，感謝社
長，謝謝。
z TUBE 夫人：
跟大家一起出來玩，玩得很高興，妞妞也很高興，謝謝！
z HINGE：
社長、美麗的社友夫人及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這兩天我應該最輕鬆的，但是我最高興，因為正
籌”等路”準備不夠，昨晚很幸運得到兩個禮物，很感謝大家，大家都辛苦了。在這樣感謝社長、CASH、
I.P.P.(I.P.P.拿這相機幫大家拍照)，昨晚要謝謝 PHONE P.P.替大家買”水”和點心。也謝謝社長夫人，社
長歡喜的晚餐，如有要再來一次，應該秋天較好，可以吃秋蟹、泡湯，感覺應該很不錯。
z HINGE 夫人：
謝謝大家，這兩天真的很開心，每次有獎品的活動，很高興我都有抽到，唯一的遺珠之憾是 I.P.P.的大
獎，以後要記得夫人也要有份，這樣才不會喪失機會，謝謝社長、社長夫人，謝謝大家。
z LED：
社長、社長夫人，各位社友、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這次活動讓我留下很深刻的回憶，尤其
昨晚的活動很有趣、不錯，很想得獎卻都”喊不到”，今日晚餐又是”大碗擱滿意”，光看就飽了，在這
祝大家身體健康、如意，事業蒸蒸日上，謝謝。
z LED 夫人：
各位大哥、大姐，大家好，第一次和大家坐著遊覽車出來玩，感覺很愉快、融洽，希望下次還有更
多的機會，因為行程也安排得很不錯，也謝謝各位，因為第一次加入，希望各位多多指教，謝謝各
位！
z JIM 夫人妹婿：
中區扶輪社，社長、社長夫人，社友先進們大家好，大家晚安，這次很榮幸有機會參加中區社的活動，
而且在過程中都受到各位的照顧與幫忙，兩天的行程中，帶著兩位小孩都不太聽我們的話，很愛跟著
小狗跑，假如有打擾大家，造成大家的不便，希望大家多多諒解，也希望如果能有任何再次與大家同
樂的機會，也很願意來跟大家相處，謝謝大家。
z JIM 夫人妹妹：
大家好，每次姐夫都盛情邀約，所以要跟大家說：謝謝大家！
z CASH 夫人：
大家好，大家晚安，這兩天玩得很開心，非常開心，在此非常謝謝！
z 冠興：
各位親朋好友，各位大家好，這兩天一夜的行程很開心，可以再次跟各位叔叔、阿姨出來玩，讓我想
到小時後，很受大家的照顧，也辛苦大家，今天剛好兄弟姐妹都有事，就只有我跟父母一起出來。這
次活動很開心可以照顧小朋友，也謝謝各位叔叔、伯伯之前的照顧，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出來玩，謝謝。
z 意勝：
叔叔、伯伯、阿姨，大家晚安。爸爸是在我出生當天入社的，所以我參加過很多次活動，可是每次感
覺都不一樣，但都很高興，希望這個活動可以一直辦下去，然後可以讓之後的小朋友繼續參加，這次
真的很高興，謝謝。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四)—HINGE 夫人台北中正紀念堂(結藝聯展)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五)—09-10 社祕聯誼(10.09.05)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 每週扶輪思索2
第 二 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用來提醒我們大家，扶輪這個服務社團是什麼樣的組織？
國際扶輪是全世界歷史最悠久且最有名的服務社團組織，在160多個國家大約有33,000多
個扶輪社。國際扶輪的社員構成一個全球性的事業及專業領導人的網絡，他們志願奉獻出時間
及才華來服務社區及全世界。扶輪的座右銘為「超我服務」，揭示了這個組織120多萬社員之
間強烈的聯誼精神、有意義的社區服務及國際服務，是全球扶輪的特徵。
扶輪具有豐厚但有時也很複雜的傳統及組織架構，有許多計劃及慣例，使得每位社員以身
為扶輪社員為榮。於此略述扶輪的組織如下：
扶輪社員是扶輪社的社員，而扶輪社乃為國際扶輪(RI)這個全球組織的會員。每個扶輪社選舉
自己的職員，並在扶輪章程及細則的架構下，享有相當大的自主權。
全世界的扶輪社分成531個扶輪地區，每一地區由一位地區總監領導，他是國際扶輪的職員。
地區的行政管理組織包含助理總監及各種委員會，負責指導及支援地區各社。有效的扶輪社應
努力維持或增加社員人數、參加服務計劃以幫助本身之社區及其他國家之社區、透過捐獻及參
與計劃來支持扶輪基金會、並培養扶輪領導人，使其有能力在扶輪社階層以上服務扶輪。
國際扶輪理事會有理事19名，包括國際扶輪社長及社長當選人，每季開會以制定各項政策。
傳統上，每年經選舉產生的國際扶輪社長都會擬定年度主題及工作重點。
雖然國際扶輪社長是扶輪組織的執行長，實際負責管理的職員是國際扶輪秘書長，他負責領導
位於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郊區伊文斯敦的扶輪世界總部，以及設在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
印度、日本、韓國、及瑞士的7個國際辦事處的大約600名辦事員。英國的英愛國際扶輪辦事
處負責服務該地域的扶輪社及扶輪地區。

1906年

1913年

1910年

1924年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