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打造社區 連結世界 

A2 15FL, No. 184, Chung-Yang Rd., Changhwa city 50056, 
Taiwan,R.O.C 50056 彰化市中央路 184 號 15 樓之 2 
TEL: 886-4-7511668 FAX: 886-4-7511669 

網頁：http://www.rotary3460a.org.tw/      電子信箱：centrc.yen@msa.hinet.net 

社  長 吳 偉 立 社 刊 主 委 林伯龍/林源祥 例 會 時 間 星期四 19:00
秘  書 洪 銘 辰 社 刊 編 輯 鄭 絜 滎 例 會 地 點 本 社 社 館

 
雙週刊 第 三十一 卷 第二十一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7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0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3 月 31 日(星期四)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2. 地點:富山日本料理餐廳 2F 

3. 節目：彰化社授證 55 週年紀念慶典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3/31 四 1540 配合彰化社授證變更例會地點假富山日本料理餐廳

04/07 四 1541 例會；理監事會議 

04/14 四 1542 
例會；中壢中區社授證 17：30 註冊聯誼假首華大飯

店舉行 

04/21 四 1543 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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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1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4 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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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07 四 1541 例會；理監事會議 

04/14 四 1542 
例會；中壢中區社授證 17：30 註冊聯誼假首華大飯

店舉行 

04/21 四 1543 例會 

04/28 四 1544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1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 中日韓國扶輪圍棋同好會來函，函請鼓勵各扶輪社社友報名參加第12 

 屆中日韓圍棋比賽，訂於4月30~5月2日假台灣桃園桃禧航空城大酒店 

 舉行，於4月10截止報名，如要參加的社友請盡速向秘書處報名。 

二、 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請繳交地區訓練研習費NT15,000元。 

三、 中壢中區社來函，函請邀請授證盃高爾夫球邀請賽，費用1,870 

 元，4月14日上午10：00報到假楊梅第一高爾夫球場。 

四、 花蓮中區社來函，函知授證慶典晚會時間：5月28日，18：00 

 註冊聯誼；18：30開會，地點：墾丁福華渡假飯店1F福華戶外 

 池畔。 

五、 員林東北社來函，函知授證4週年紀念典禮假侑園餐廳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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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證日期 授證地點 備註 

台中中區社 99.10.12 台中金典酒店  

中壢中區社 100.04.14 首華大飯店  

高雄中區社 100.05.11~15 馬來西亞 授證旅遊 

花蓮中區社 100.05.27~29 5/28 墾丁福華飯店 授證旅遊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39 次例會 –地區年會(11.03.2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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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第 1540 次例會 (11.03.31)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每週扶輪思索 25 

第二十五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PolioPlus。 

等到世界證明根除了小兒麻痺時，在全球消滅小兒麻痺的努力成就上扶輪的

貢獻將超過美金六 

億元。這是民間為這項運動最大筆的捐款並且在全部捐獻上僅次於美國政

府。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已經使得這世界注 

意到扶輪以及我們能達成了什麼。我們現在已經有了值得尊敬的夥伴，例如

聯合國兒童基金會(UNICEF)、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

等團體。我們已經贏得他們的尊重並視為對此項運動有所助益。 

聯合國兒童基金會前任總裁Carol Bellamy說到：〝扶輪的參與業已對根除

小兒麻痺等疾病成果來說至關緊要的。沒有扶輪，ㄧ切會完全不同。〞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總監月報 NO.8 之 RI 文告 

扶輪DNA 

本扶輪年度的特色是創新的文化，檢視我們政策、做法、及程序的各個層面

是否符合現代化或仍有改進之處。對一個像扶輪這樣歷史悠久、規模龐大的組織

來說，我們正發現許多可以且應該更新的領域，自屬意料中事。可是同時，我也

十分明白有些事情攸關扶輪成功，是神聖不可更改的。這些因素就是國際扶輪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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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計畫裡所謂的核心價值，可是我比較喜歡稱它們是我們的DNA。 

它們是扶輪與其他組織不同的特色。它們是扶輪社員的意義以及世界各地扶

輪社員共通點的精髓。 

國際扶輪策略計畫所提到的5個核心價值是聯誼、服務、正直、多元、以及

領導。年輕人喜歡「建立網絡」(n et wo rk ing)這個字勝於我們傳統的「聯誼」

(fellowship)的說法，可是對我來說，它們的意義是相同的。兩個字都可以促成

我們社內長久的友誼，成為讓我們在計畫與計畫之間結合在一起的力量，讓扶輪

社員資格真正可貴的原因。友誼顯然是扶輪DNA 的最重要的成份！ 

扶輪社員不應該擔心目前強調現代化會破壞我們的核心價值。那是不符合牛

仔邏輯的，這種邏輯包括以下這些警語：「要記得有些事情是非賣品」以及「要

知道分寸在哪裡」。因為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扶輪現在已經站上世界的舞

台，我想要向扶輪社員保證，我們不會改變讓扶輪成為一流組織的價值觀及態

度。我們身為扶輪社員有十足的理由可以引以為傲。這是我們最佳的時刻，但我

們最美好的日子還沒到來，只要我們努力讓我們的扶輪社更大、更好、更勇於任

事。和我們的5個核心價值一樣，持續的進步也是我們扶輪DNA另一個享有聲望的

元素！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總監月報 NO.8 之總監的話 

 【春天的意識，綻放的扶輪】 

春天是調色藝術的季節。花團錦簇的視覺，挹注了豐收的喜悅。嚴冬過後，

百花盛開，陽光般地生長，就像奉獻扶輪的努力不懈。在豐收之際，每朵花的綻

放，都是最好的禮物。 

在跨年倒數聲中，令人期待的2011年，熱鬧地揭開了序幕。回顧2010年，我

們都在扶輪崗位上，努力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也許過程忙碌緊湊，但必定有所成

長與收穫。2011年農曆新年才剛起步，我們充滿了歡喜與期待，開始著手於下半

年度的計畫。大家的扶輪生活與夢想，也慢慢萌芽蛻變，開花結果。 

總監月報出刊轉眼已邁入第八期，陪伴許多扶輪人一路走來，有著漸入佳境

的迴響。這樣的共鳴，讓下半年度的我們，從感恩的心情出發，蒐集嶄新的元素，

企盼藉由這樣的平台，繼續分享著扶輪的理性和感性。 

夕陽西下，金黃色的光灑在水藍色海面上，剎那間會擦出綠色的光，這是一

道彌足珍貴的美景。上半年度的美好或許像綠光一樣稍縱即逝，但別忘了，我們

已建立了扶輪的聯誼網絡，它是不變的扶輪精髓與核心價值，也是RI社長RAY所

說的扶輪DNA。 

春天花卉，有著圓滿與帶勁的意思。農曆新年後，春天的腳步也悄悄到來，

心的轉變，帶來了新的氣象、新的熱情與發現。 

朵朵綻放的嬌花，是感動與甜美的成果，我們發現了自己內在的力量，也送

給了自己最棒的新年禮物。WOO SUN在此祝福各位新春開運、鴻兔大展！繼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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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打造社區、連結世界。 

 扶輪園地分享站(四)—詐騙新手法 

上週末我們家收到了一件由奇摩購物中心寄來的包裹，收件人是我老公，地

址和家用電話都是我們的沒錯，但上面的手機號碼是一支不認識的門號，拆封後

發現那是一台筆記型電腦，款項也已經付清了，但我和老公都沒有買呀！  

更令人匪夷所思的是，我老公甚至未曾在奇摩購物中心買過東西（連帳號都

沒有），怎麼商品會用老公的名字寄來我家呢？本來想說是不是姊姊買送給我們

的，問了姊姊又說沒有難道是天上掉下來的禮物？但來路不明我們可不敢佔為己

有。 

致電奇摩客服專線因為是週末無人接聽，我們只好打了那隻不認識的手機門

號，結果對方說他跟我老公同名同姓也住在桃園，氣急敗壞的說奇摩很誇張居然

把商品寄錯地方，要我們給他上面的客服專線，我們告知對方因為週末無人接

聽，可能要等週一才有辦法處理了，請他別擔心，我們會好好保管這項商品。 

結果隔天（也就是週日）他又打來說要請朋友到我們家拿電腦，老公說怪怪

的，就拒絕他的要求也不再接聽他的電話。週一我起個大早聯絡奇摩客服，質疑

為何奇摩會有我老公的資料，客服專員經過查證後回覆我們，說收件資料是購買

人填寫的，並沒有送錯地址，而且客服專員聯絡對方，對方說他填寫我們家地址

是因為認識我們！所以奇摩購物中心不便介入，要我們自行處理。 

怪了！他認識我們？而且對方從週一開始就沒再打來也不接電話，老公直覺有問

題，可能是盜刷信用卡把贓物寄來我們家，於是他就撥打 165 詐騙專線，專員聽

了老公的敘述就要求他查詢信用卡是否被盜刷，經過查詢，老公的信用卡果然刷

了一筆 23800 元！！  

天啊～皮夾跟信用卡都沒有遺失也會被盜刷！真是太可怕了，要是那天我們

一個不小心讓他把電腦拿走不就賠了夫人又折兵？幸好即時撥打 165 詐騙專

線，把信用卡掛失然後跟奇摩辦理退貨，才沒有造成任何損失，原來這些惡劣的

歹徒是在週五晚上盜刷信用卡，指定週末到貨，讓你收到商品的時候完全聯絡不

上奇摩客服專員，他再趁機把商品騙走，等到週一妳發現這一切都是詐騙也已經

來不及了！  

各位親愛的朋友如果有在網路上用信用卡購物的習慣，請你一定要跟發卡銀

行要求無論刷卡金額多寡都要立即以簡訊告知，這樣被盜刷就能馬上掛失，還有

當你接到可疑的電話或是收到可疑的包裹，請先不要有任何動作，第一時間撥打

165 詐騙專線，專員會幫助你認清是否被詐騙也會引導你用正確的方式來處理。 

 扶輪園地分享站(五)—請小心不要被騙了！！ 

希望大家如果碰到人給你這種小東西，千萬不要當成糖片，家有女兒的要注

意。希望大家如果碰到人給你這種小東西，千萬不要當成糖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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搖頭丸都做得那麼漂亮，難怪那麼多人願意親身嘗試，還分檔次和品種呢！ 

傳統的搖頭丸，是指由ＭＤＭＡ、ＭＤＡ等致幻性苯丙胺類化合物所構成的

毒品。ＭＤＭＡ，即３，４－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他明；ＭＤＡ，即３，４－亞

甲二氧 基安非他明；ＭＭＤＡ，即３－甲氧基－４，５－亞甲二氧基甲基安非

他明，等等。 

搖頭丸外觀為圓形、方形、棱形等形狀的片劑，呈白色、灰色、粉色、藍色、

綠色等多種顏色。這類毒品具有明顯的中樞致幻、興奮作用。在我國，因吸毒者

濫用後會隨著音樂劇烈地擺動頭部而得名 "搖頭丸" 。 

我國目前繳獲的搖頭丸多是混合型的，經檢驗，犯罪分子在傳統的搖頭丸中

添加了冰毒、麻黃素、氯胺酮、咖啡因，大大加大了它們相互的毒性作用。 

吸食搖頭丸，經常處於幻覺、妄想狀態，出現精神異常，表現出苯丙胺精神

症狀，酷似精神分裂症。同時，也會發生其他濫用藥物感染合併綜合症，包括肝

炎、細菌性心內膜炎、敗血症、性病和愛滋病等。 

偽裝型迷姦食品飲料最最可怕的藥效如下：  

(1)、無異味或苦澀味，15 分鐘內產生頭昏、全身發軟並昏迷的藥效反應。  

(2)、發生藥效後，自你昏迷開始再往前 2-4 小時的記憶 都會清除掉。 

(3)、藥效過程中，中斷大腦記憶，被害人不會有任何一絲一毫的印象。  

PS：換句話說，你醒來後，完全不記得 2-4小時以前和以後的事情，包括見

過的人、說過的話、經歷的任何事情…完完全全不會有任何印象和記憶。  

偽裝型迷姦食品飲料的外觀： 

由於該迷姦食品飲料已經偽裝成市面上各種的飲料食品、咖啡即溶包，傳統

系列改良品有：奶精或砂糖、泡麵、各式巧克力、糖果、粉末狀! ..等，請您自

己隨時提高警覺並小心，並注意您的生活有沒有任何『空白時間』，萬一如果有

『空白時間』，那強烈建議您在第一時間到醫院驗傷；作緊急處理希望大家要當

心? 

不要再看到金莎就眼睛一亮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