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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21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11 月 12 日(星期五)17：00 註冊聯誼 17：30 開會 19：15 餐敘聯誼
2. 地點: 全國活海鮮餐廳(彰化縣花壇鄉花南路 203 號)
3. 節目：彰化縣第一分區十社聯合例會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11/11

四

第一組家庭爐邊會談假豬舍燒烤

11/12

五

1521 變更 11/11 配合彰化縣第一分區十社聯合例會假花壇全國餐廳

11/18

四

1522 例會

11/25

四

1523 例會；慶生暨結婚紀念聯誼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1521次例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松柏社來一訃聞，社友林宥佑HOMESTAY之父辭世，公祭時

間為11月16日(二)上午8時30分於喪宅(鹿港鎮永安里復
興路248號)舉行，已依公約統一辦理。
二、花蓮中區社來函，函知授證28週年慶典舉辦授證旅遊，時
間訂於100年6月4日~6月6日(星期五~星期日)。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22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聯誼 19：00 開會
2. 地點: 本社社館
3. 節目：社友生活分享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11/18

四

1522 例會

11/25

四

1523 例會；慶生暨結婚紀念聯誼

11/27

六

職業觀摩

11/28

日

彰化縣第一分區第五次社、秘聯席會議假秀水水都餐廳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1522次例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邀請參加地區「虎年慈善單車環島活動」

形成陪騎，活動日期為12月4日~12日。
二、花蓮中區社來函，函知授證28週年慶典舉辦授證旅遊，時間
訂於100年6月4日~6月6日(星期五~星期日)。
三、鹿港東區社來函，12月12日舉行授證5週年紀念，請惠賜墨

寶一篇。
四、鹿港社來函，函知11月28日(星期日)彰化縣第一分區第五次

社秘聯席會議假秀水水都日式料理召開。
五、鹿港社來一訃聞，社友黃金葉Ann之母辭世，11/26(星期五)

上午九時在喪宅(彰化縣福興鄉寶村新生路9號)舉行公祭，
已依公約統一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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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520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0 巷 18 號 8 樓
8F, No.18, Lane 200, Sec 2, Tun-Hwa South Road, Taipei 106, Taiwan, R.O.C.
Tel: 886-2-2735-0885 Fax: 886-2-2735-0986

地區總監：蘇一仲
DG Antonio
日期：2010 年 11 月 10 日
文號：AS-DG-101110-1

（函）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6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47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50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510 地區總監

吳桂洲
陳東初
陳中統
賴正時
劉啓田
葉鐸雄

DG Woo Sun
DG Thomas
DG John
DG Victor
DG Surgeon
DG Genuine

副 本：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地區秘書長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2011-12 總監當選人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副總監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副總監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副總監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地區事務與辦公室主委

張順立 DS/DGN Henry
黃維敏 DGE Tommy
李博信 PP Marine
侯憲航 PP Fortune
莊朝江 CP J.C.
陳定勝 PP Alex

主 旨：函邀參加本地區『虎年慈善單車環島活動』行程陪騎
說 明：一、 本地區藉由舉辦慈善單車環島活動來為中華民國喜願協會募款幫助台灣
地區 3-18 歲重症病童實現其心中最大願望。並幫助台東建和書屋等兒
福團體。對提昇扶輪社之公共形象大有助益。
二、 活動日期：99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12 日共九天八夜，隨函檢附單車環島行經
路線表，歡迎各地區扶輪社友加入陪騎行列，增進扶輪友誼，請轉知貴地區社
友共襄盛舉。
三、其他活動相關訊息請參閱以下官方網站：
http://ezfun.24tms.com.tw/Rotary/index.asp，如有任何疑問，歡迎洽詢
本地區單車環島主委黃忠捷 0928251122 或執行長廖大豐 0958931349。
四、謹此函請 查照。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慈善募款主委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單車環島主委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單車環島執行長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自行車隊長

蘇一仲 DG Antonio
蕭昌貴 CP Lucky
黃忠捷 Rtn.Curtain
廖大豐 PP Stock
徐文進 PP Audio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31 屆第五次理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99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8：00
二、 地點：本社社館
三、 出席：廖建洋、趙志能、吳偉立、林源祥、林伯龍、蔡元森、洪銘辰
四、 請假：鄭榮進、陳乃升、金學宏、陳浩正
五、 主席：社長 吳偉立
紀錄：執行秘書鄭絜滎
六、 討論提案
1. 案由：辦理年度職業觀摩暨家庭爐邊會談事宜案。
議決：職業觀摩暫定 11 月 27(星期六)，行程委由 PHONE 安排
2. 案由：辦理年度耶誕女賓夕事宜討論案。
說明：A.時間：99 年 12 月 25 日(星期六)；變更 12/23 例會日。
B.地點：
C.統一辦理：依往例社長 4,000、秘書 3,000、理監事 2,000、社友 1,000
D.耶誕小扶輪禮品：20 項左右的禮品，採取抽獎方式。
議決：地點訂於：卉春庭園咖啡；禮品部分委由 CASH 及 LED 商購。
3. 案由：年度 12 月份召開社員大會選舉第 32 屆理監事案。 12/2.9.16.30 (四)
議決：訂於 12 月 30 日(四)假本社社館召開舉行。
4. 案由：參加泰國美賽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事宜案。 姐妹社授證日期-12 月 18 日(六)
說明：維持原訂的 12/17(五)-12/19(日)，須轉機。
議決：配合通過，並請各位社友踴躍參與。
5. 案由：11 月 12 日彰化縣第一分區聯合例會暨變更第 1521 次例會(11/11)討論案。
說明：時間：11/12 (五)17：00 假花壇全國餐廳，歡迎全體社友及社友夫人與會。
議決：全數配合通過。
6. 案由：本社授證 30 週年授證慶典籌劃事宜案。
說明：A.時間：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5：30 註冊聯誼 6：00 開會
B.地點：桂都國際美食會館
C.邀請參加聯合例會社：第一分區九社皆邀請
D.統一捐款：社長 30,000 元、理監事 7,200 元、社友 3,600 元
E 有無紀念品：
G 節目、授證特刊製作：
H 接待姐妹社行程規劃：
議決：日本社部分委由 LENS 及 HINGE 代為聯絡、安排，並先擬定社費支出預算。
7. 案由：社友劉燦霖 GREEN 提請退社案。
議決：社籍保留至 100 年 1 月底止，若無法慰留自然通過退社申請。
8. 案由：12 月理監事會議地點討論案。
說明：每 3 個月在外召開乙次。
議決：委由 CASH 擬定地點後另行通知。
七、 臨時動議：
1. 社友 TUBE 於 11 月 25 日(星期四)慶生聯誼中歡喜蛋糕乙個。
2. 社友 HINGE 提醒桂都因人事有異動，授證餐點需多加注意，理監事決定正月會議
再前往試吃乙次。
八、 散會

花 蓮 中 區 扶 輪 社
ROTARY CLUB OF HUALIEN CENTRAL
970 花蓮郵政信箱 127 號
PO BOX 127.HUALIEN TAIWAN ROC
TEL：886-3-8349413
FAX：886-3-8349441
Email：hlcent3490@yahoo.com.tw

函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
十日花中扶輝字第０００

０十
三號

受文者：台中中區扶輪社
彰化中區扶輪社
中壢中區扶輪社
高雄中區扶輪社
新店扶輪社
台北信義扶輪社
台北松山扶輪社
花蓮地區各友社
主
說

旨：函知本社今年授證 28 週年慶典舉辦授證旅遊，請查照。
明：本社今年度授證 28 週年慶典舉行國內觀光旅遊授證，
時間訂於 100 年 6 月 4 日~6 月 6 日(星期五~日)舉行，
在此將訊息傳達各社。

社長

林金輝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20 次例會(10.11.04)

2010-11 年度彰化中區扶輪社
第一組家庭懇談會
召集人：金學宏 RACK
組員：蘇哲雄 NYLON、鄭榮進 IRON、趙志能 JIM、

陳乃升 BUILDING、蔡元森 HINGE
時

間/ 99 年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8:00

地

點/豬舍燒烤(彰化市金馬路一段 632 號；0933-519856)

Ps.餐費由第一組組員平均分攤，請偕同寶眷出席。
敬邀

WILLY 社長、COPPER 秘書、CASH 聯誼主委 出席
99/11/09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第一組 家庭爐邊會談(10.11.11)豬舍燒烤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第 1521 次例會(10.11.12)第一分區十社聯合例會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總監月報NO.5之RI文告
「擴展非洲」
1961年時我以扶輪獎學金學生的身分在開普敦大學就讀。那一年，我在南非以及現在稱為
辛巴威、尚比亞、及納米比亞的國家，旅行了16,000英里。我訪問了35個扶輪社，遇見無數扶
輪社員，並且深入體會豐富的南非文化。
在我初次訪問期間，我對於非洲傳統以及生活挑戰培養出深度欣賞，而且由於我對於那塊
土地及人民的尊敬及欽佩，使我在成為扶輪社員之後重返舊地數次。現在- -幾乎令人感到驚
喜的是- -我有難得的機會可以運用我曾為扶輪獎學金學生的經驗來加強扶輪在非洲的的角
色﹗今年是擴展非洲(ReachO uttoAfrica，簡稱ROTA)行動的第四年，今年的ROTA委員會已經
精簡，俾能更迅速、有效率地達成它的目標。我們需要增加非洲的扶輪社員人數﹗我也希望看
到為非洲辦理的國際服務計畫大幅增加，特別是那些有扶輪基金會協助的計畫。ROTA委員會有
一個傑出的網站，我鼓勵全體扶輪社員上網到www.reachouttoafrica.org查閱這個網站。
我今年已舉辦了二個新的活動，使扶輪社員們更容易訪問非洲，並且增進他們參與國際服
務計畫。第一個活動是「雷的扶輪團聚」(Ray'sRot a r yReunion)，將於2月3-5日在開普敦

舉行，我希望許多扶輪社員和我一起到這個最美麗的海角開普敦，參加那個活動。
第二個活動是扶輪計畫非洲獵奇(Rot a r yP rojectSafa ris)，這個計畫將協助扶輪社
員們訪問非洲貧窮橫行的地方，當地扶輪社員已發展出許多造福人群的計畫，但他們需要財務
協助。關於團聚及扶輪計畫非洲獵奇的詳情，請到www.rotary.org/president查看國際扶輪社
長網頁。如需協助，請聯繫elsa.sanabria@rotary.org。
我以受惠於扶輪基金會為榮，如果我能發揮觸媒作用，加強非洲的扶輪，這將是我在社長
任內最有意義的成就。所以，請務必和我一起參加團聚及非洲之旅。請協助我這位曾經受到幫
助而成為扶輪基金會獎學金學生的人作出回報，幫助扶輪在非洲變得更大、更好、及更勇於任
事﹗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總監月報NO.5之總監的話

【交織扶輪‧精彩絕倫】
站在世界的眺望點，我們參與現在，擘畫未來。無數微笑臉龐的背後，包孕著無限希望的
建構與延伸。不要忘了，永保新生兒般的好奇心，打造社區，透視扶輪，讓扶輪的底蘊多面向
地，發揮它存在的意義。
秋風吹來，柿子紅了。季節的轉換讓我憶起昔日旅遊經驗，我總認為，拜訪當地人比走訪
的地方還吸引人。上任四個月，公訪了六十二社，和許多扶輪菁英對談，我看見以前沒能注意
到的多面向，以及大家極力保留綿延不斷的「扶輪效應」--環環相扣、精益求精。扶輪是共創
共享的，在這關係的連結裡，藉由時間投入、人力與財力推動，詮釋心中的靈感，彰顯存在的
意義。我們擁有這扶輪寶塊，就要能付諸於實際行動，讓扶輪的縮影，從台灣本土觸及全球各
地，打造社區進而連結世界。
打造社區，從社區服務成功的迴響中逐一落實。每個社都是獨特的個體，各位在地的參與
都是精彩扶輪的核心。上任以來，受邀各社參加多樣性且極富創意的活動，包括台中東興「再
現牛罵頭藝術風華」、台中西南「扶輪盃殘障游泳錦標賽」、台中東海「319紙風車兒童藝術
工程」、台中港中區「學童寫生活動」等回饋鄉里活動，當然還有台中西屯社大專青年返鄉服
務，以及很多無數服務在地區如火如荼展開，這都是打造社區最佳的成功典範。
成功的意義，是扶輪「向下紮根」影響力的拓展，從點、線到面，蔓延開來，讓這些受幫
助的人，在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後，對地方有所回饋！RI社長RAY任內最有意義的成就，
就是以扶輪獎學生經驗再度前進非洲。他受益於扶輪，回饋於扶輪，從「雷的扶輪聚會」(Ray’
s Rotary Reunion) 到「非洲獵奇計畫」(Rotary ProjectSafaris) 訪問貧窮橫行的地方，重
返舊地肯定扶輪在非洲的角色。這種受惠後捨得回饋的概念，值得我們敬佩與推崇。
身為阿奇‧ 科藍夫協會會員是扶輪生涯最榮耀的一刻，十一月二日我（將）偕同內人與其
他七位捐獻者前往美國芝加哥接受表揚。很明顯地，台灣已向國際伸出援手，從過去，現在，
甚至到未來，這種精神好比RI社長RAY「擴展非洲」(Reach Out to Africa) 邁入第四年的行
動計畫。我們都在做有意義的事，從社區服務拓展到國際服務，從地方弱勢團體協助到世界小
兒麻痺根除，這都是源源不絕的「扶輪效應」。
對於那些喜歡旅行和結交新知的人，扶輪是很好的接點，它是一座銜接世界舞台的橋樑，
在此我竭力鼓勵各位繼續和我「打造社區、連結世界」。永保赤子之心，交織扶輪精彩！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10
第十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扶輪的面貌是永恆不變的嗎？
不！扶輪的面貌是不斷地在改變
扶輪的特殊才能在於有能力回應當今的需求，從兒童福利、難民救濟，到鄉村發展。不管
在當地或國際上，都很有創意的扶輪計劃，從幫助瀕臨危險青少年的行動，到減輕貧窮的人道
獎助金。
扶輪內部也在改變。從1980年代起（1989年立法會議決定開放扶輪讓婦女加入），女性的
事業及專業領導人開始加入扶輪組織的陣容。扶輪變得越來越國際化，目前的扶輪社員有三分
之二居住在美國以外的地方。科技也在改變扶輪社員們彼此通訊、推廣扶輪活動、參與扶輪事
務的方式及速度。
各地扶輪社正在更改例會時間及地點，以使社員們更方便，更能配合今日忙碌的事業及私
人時間表。扶輪社可以於一天任何時間在各種場所開會，包括飯店、圖書館、博物館、無固定
地址的場所和船舶、以及依照扶輪最早傅統在社員的工作場所開會。
有些影響深遠的改變已經處於實驗階段。2001年立法會議授權一項為期3年的試辦計劃，
允許國際扶輪授證成立免受模範扶輪社章程規範的扶輪社。為了吸收並保留社員，這些扶輪社
改變了他們的例會頻率、放鬆出席規定、並提供新種類的社員，包括企業及家庭社員。網路扶
輪社是其中一個新典型。如果此類試辦扶輪社證明是成功的話，則可於每三年召開的立法會議
Council on Legislation上來通過一些政策，使這些創新永久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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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參加我們社區以及全球的扶輪基金計畫Foundation programs。
我們為扶輪基金會所作出我們的年度捐獻，我們知道那筆捐獻的百分之五十將會在三年後回到
我們的地區將被用在我們所選擇的人道與教育計劃上。
教育計劃包括大使獎學金、團體研究交換、扶輪和平及解決衝突國際研究中心、扶輪大學
教師獎助金等計。而人道獎助金計劃則包括保健、防飢及人道（3-H）獎助金、災禍復原、配
合獎助金、義工服務獎助金（2009年中止）與地區簡易獎助金，這些可能被用在我們當地社區
的計畫中。還有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PolioPlus，是用來支持全球流行小兒痲痺國家的根
除小兒痲痺活動，包括全國免疫日、監測小兒痲痺病毒散播情形及其他活動。
另外百分之五十也由不同方式間接加惠於我們的地區，因為它是被用在資助那些我們能參
加的各種計劃。
扶輪基金會是我們的基金會。非常重要的是我們要擁有它，並盡我們所能來改變與拯救我
們的社區及全球的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