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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區 連結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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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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5 月 5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4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4 月 28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結婚紀念聯誼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4/28 四 1544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 

05/05 四 1545 例會 

05/09 一 1546 
配合彰化東區社授證變更 5/12 例會時間、地點假花壇全

國餐廳 

05/13 五  第 31、32 屆理監事聯席會議假清新溫泉度假飯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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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結婚紀念； 
廖建洋 TUBE (04/04) 
林源祥 PHONE 
(04/07) 
陳浩正 CASH (04/10) 
 
 
 

 3 月 100%出席社友： 
林源祥 PHONE   
林伯龍 DOCTOR 
金學宏 RACK    
蔡元森 HINGE 
洪銘辰 COPPER  
吳逢誌 LED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4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有關地區簡化獎助

學金個案宣導。 

二、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地區簡化獎助金」

DSC受理申請暨相關資訊。 

三、台北天母社來函，函邀鼓勵扶青團團員暨歷屆YEP 

Outbound學生，踴躍出席扶輪青年領袖營活動。 

四、彰化南區社來函，函知邀請參加授證28週年慶典暨

聯合例會，時間：6月4日假古都國際美食會館並函

請惠賜賀詞。 

五、國際扶輪中華民國總會來函，函請支持「民間公民

與法治教育基金會」之創立基金新台幣3,000萬元與

三年營運計劃經費新台幣2,000萬元，祈各地區鼎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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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共襄盛舉。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5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5 月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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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05 四 1545 例會 

05/09 一 1546 配合彰化東區社授證變更 5/12 例會時間、地點假花壇全國餐廳 

05/13 五  第 31、32 屆理監事聯席會議假清新溫泉度假飯店 

05/14   員林東北社授證假侑園餐廳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5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請代頒發RI社長獎給

各受獎扶輪社、扶青團。 

二、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請尊重國際扶輪所有

的智慧財產權。 

三、豐原社來函，函謝社友蒞臨五十週年慶典，特函申謝。 

四、 松柏社來函，函知10-11年度第九次社、秘聯席會議記錄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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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西北社來一訃聞，社長D.L母親仙逝，於5月6日(星期五)上

午8時舉行公祭假彰化市立殯儀館至孝廳(大埔路172號)。 

六、彰化皇家社來函，函知邀請參加授證14週年慶典暨聯

合例會，時間：6月26日假古都國際美食會館。 

 

函   
發文日期：2011年5月4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211號 

受文者：各助理總監、新世代服務主委 

        各扶輪社、各扶青團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執行秘書 朱文種 HOUSE 

附 件：如文 

主 旨：請代頒發RI社長獎給各受獎扶輪社、扶青團 

說 明：一、依 RI 扶輪服務部總幹事凱瑟琳・蘭克福德函文辦理。 

    二、承各社及新世代服務主委填報 RI社長獎表，經核發獲得 

      【傑 出 獎】22 個扶輪社（獎狀及傑出標貼） 

      【績 優 獎】56 個扶輪社（獎狀） 

      【扶青團獎】9 個扶輪青年服務團（獎狀） 

     如附件。即請惠予頒發（最好能親授，這是 RI 社長獎的 

 最後一次機會。該獎項 2012 年度起取消。) 

    三、再次感謝在「打造社區 連結世界」年度裡各位的 

 鼎力支持與全心服務。 

        ※ 傑出標貼可縫附於社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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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5月4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212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各助理總監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執行秘書 朱文種 HOUSE 

        2011-12 總監當選人 李芳裕 MEDICHEM 

主 旨：請尊重國際扶輪（RI、TRF）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說 明：一、依 RI 亞太協調人 DAVID PETERSON 2011.5.4（三） 

            00:38:24 AM 電郵辦理。 

    二、依程序手冊(2010 年版)PP.13~15「商業化與分發傳單」 

 彙編 11.030.6 規定：國際扶輪之公式名錄（中、英文） 

 每年出版一次。扶輪社之任何社員皆不得為了商業目的 

 而使用（該）公式名錄……）。其他請詳參手冊內文。 

    三、因有社員違反此一規定，特再慎重提請大家遵守「國 

 際扶輪」所有的智慧財產權。 

 



 

7 
 



 

8 
 

 



 

9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43 次例會 (11.04.21)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豐原社授證 50 週年紀念慶典(1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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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第 1544 次例會 (11.04.28)結婚紀念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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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四)— 

扶輪領導學院第八期訓練課程(11.04.30-05.01)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每週扶輪思索 28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公民和平Civilian Peace我們常常只談論到與戰爭

對比的和平，但是RI前社長施當恆Carl-Wilhelm Stenhammar想提出另外一種和

平：“公民和平＂。他認為，公民和平的意義以諾貝 

爾和平獎的標準規定來解釋很貼切—和平獎應該頒給「為促進國家民族友

好，取消或裁減常備軍隊，以及為和平會議的組織和宣傳，盡到最大努力或作出

最大貢獻的人」。這為公民和平開創了許多的可能性。 

在以色列，有一家名為「救救童心」（Save a Child＇sHeart）的小醫院，

專門收容罹患可能致命的心臟疾病的幼童。這家醫院是由以色列的扶輪社員兼醫

師們經營，而在候診間裡，我卻同時看到來自阿拉伯世界、以色列和巴勒斯坦的

母親帶著她們的孩子。這些婦女 

對宗教、政治、語言都沒有意見；她們去醫院只是希望幫她們的孩子找到一

個健康的人生。在我看來，這就是公民和平的一個絕佳範例。 

在非洲辦理根除小兒痲痹活動時，「寧靜日」（Days of Tranquility）幫

了我們很大的忙。在寧靜日，交戰的軍隊會放下武器，讓我們為那些地區的孩童

接種疫苗。這是另一個公民和平的例子。 

我們所有的青少年計畫實際上都是公民和平計畫。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青

年服務團、大使獎學金學生 — 你們講得出名稱的，都是打造和平的一部分。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每週扶輪思索 29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扶輪青少年交換Rotary Youth Exchange。意義及目

的（Purpose and goals） 

每年，扶輪青少年交換的計劃提供數以千計的年輕人去經歷其他國家人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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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問題及成就的機會。並經由這個扶輪計劃，學生們有機會在其個人成長的 

同時，他們的世界觀也跟著成長。參加的人能帶回更寬廣的世界觀，並對自

己有更深的認識。 

當這些年輕人長大成年，許多都擔任了他們團體的領導幹部，而他們職務也

因他們有過這種交換經驗而受益。因而，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形成了一種促進世

界了解及和平的巨大力量。 

經由青少年交換計劃，扶輪社友總是設法提供參與者最佳的環境。而這種計

劃現已有38年的歷史，並擁有分佈在全世界一百二十萬扶輪社員的支援。這些寶

貴經驗及龐大援助系統會確保提供參與者最佳的交換 

計劃。 

該計劃的歷史（History of the program）就如許多國際扶輪的計劃一樣，

青少年交換計劃開始於扶輪的〝社〞的這一個層次。第一個記載於冊的交換計劃

開始於1929年的哥本哈根扶輪社，當時只有 

歐洲人參與。這個歐洲交換計劃持續到二次大戰為止，並在1946年的大戰後

又繼續舉行。 

美國加州的扶輪社與拉丁美洲的交換計劃開始於1939年，而後在1958年延伸

到美國東部。第一個多地區青少年交換計劃，東部各州學生交換計劃

ESSEX(Eastern State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在1962年立。 

在1972年，國際扶輪的理事會同意將青少年交換成為國際扶輪的正式計劃。

現在，仍舊 

由各基層扶輪社，地區及多地區團體(multidistrict groups)來管理實施，

此交換計劃已包括58個國家，每年八千多名學生參與。 

計劃的類型（Types of programs）交換計劃有三個主要類型： 

1. 長期交換計劃（Long-term exchange）： 

這些通常在接待國為時一個學年，在此段時間，學生住在幾個家庭裡，並在

學校上課。 

2. 短期交換計劃（Short-term exchange）： 

這些可由幾天到幾個星期；通常在學校放假期間，不包括學校課程。短期的

交換通常包括了學生住在一個接待國接待家庭內，但也可以一種組成國際青

年營（international youth camps）的方式來集合許多國家的青年學生住在

一起。 

3. 殘障青少年交換（Exchange for disabled youth）： 

這些是有殘障青少年參加的長期或短期交換計劃。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 30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otary Youth Leadership Awards 

(R.Y.L.A)。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活動」，是1959年在澳洲開始的，當時是澳洲昆士蘭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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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青年被選出來謁見女王伊利莎白二世的年青堂妹亞歷山德拉公主。昆士蘭州

首府布利斯賓市的扶輪社員接待這些參加的青年們， 

因而對於這些青年領導人的優秀素養印象極為深刻，於是決定每集合青少年

領導人，為期一週以舉辦社會、文化及教育方面的活動。「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活

動」，逐漸成長並擴大到澳洲及紐西蘭所有扶輪地區。 

1971年，國際扶輪理事會通過正式採用「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活動」為國際扶

輪一個公式活動節目。該計劃是一項扶輪地區計劃，牽涉到地區內所有青少年與

扶輪社員，其目的在於培養青少年之領袖能力與良好公 

民的素質。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計劃業已在世界各地以各種不相同方式發展，常以當地特

有方式辦理，但是很多是座談會或領袖營形式的計劃。在美國、澳洲、加拿大、

印度、法國、阿根庭、韓國及許多其他國家裡，每年 

夏季都有成千的年輕人被挑選出來參加扶輪社所主辦的領袖營或研習會。在

一種戶外不拘形式的環境中，五十到七十五位優 

秀的年青男士及女士們，以一週的時間接受一些極富挑戰性的課程，包括討

論、激勵性演講、領導人訓練及社會活動節目，以提高個人的發展，領導人技巧

及好公民素質。此活動的正式名稱是「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活動」(RYLA)，然而有

時也會因時地的關係而稱為「皇家訓練營Camp Royal」，「企業訓練營Camp 

Enterprise」，「青少年領導人研習會Youth Leaders Seminars」，「青少年會

議Youth Conferences」或其他名稱舉行。 

不論其為何種方式，扶輪青少年領袖營計劃為地區內扶輪社員提供不僅為青

少年做事，而是與青少年共事的一項挑戰性服務，是在各種當代問題的環境中培

養青少年領袖才能之有效方法。 

 扶輪園地分享站(四)—總監月報 NO.10 之 RI 文告 

新舊並存 

大多數扶輪社員都知道，數十年來扶輪藉以運作的是四大服務：即社務服

務、職業服務、社區服務、及國際服務。但是2010 年立法會議發生了一件不尋

常的事﹗增加第五項服務途徑的建議制定案雖然在前次立法會議遭否決，這次卻

獲得通過。 

新的服務途徑稱為新世代服務，對於此一改變可能帶來的衝擊，社員們意見

分歧並且擔心。制定案的提案者沒提出支持說明，因此我們沒有提案理由的書面

說明。可是，在我看來似乎目的及效果是要更加注重扶輪的青少年及年輕人計畫。 

扶輪的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青少年領袖獎、扶輪青年服務團、及扶輪青少

年交換等計畫，都是世界上最好的青少年計畫。可是，這些計畫在扶輪社及地區

階層分屬社區服務及國際服務，因此彼此之間較難協調。改為五大服務途徑，可

為每個扶輪社及每個地區提供單一理事或協調人來督導並推廣扶輪的青少年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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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我們的青少年及年輕人工作有二個好處。第一，藉由讓參加者接觸扶輪的核

心價值，即聯誼、服務、正直、多元、及領導，對他們產生好的影響。第二，對

於扶輪的良好回憶經常能使參加者在往後歲月加入扶輪社。我們必須把招募參加

者加入扶輪的工作做得更好，目前我們正在著手各種計畫使參加者的姓名及電子

郵件地址留下記錄，在他們離開青少年及年輕人計畫之後，與他們保持聯絡。 

因此實際上，2010 年立法會議並沒有增設任何新計畫。但是增加第五項服

務途徑將協助我們在未來把各項青少年及年輕人計畫做得更大、更好、及更大膽

--甚至招募更多參加者加入扶輪。這是完美的雙贏例子﹗ 

 扶輪園地分享站(五)—總監月報 NO.10 之總監的話 

 【年會盛事，扶輪盛世】 

年會是扶輪一大盛事，每個人都是盛會的主角，社友們齊聚歡樂與激勵，成

長了各位對扶輪的愛與情。年會剛結束沒多久，嘉年華的歡樂氣氛，依舊縈繞於

腦海。半年以來，密集舉辦了十幾次籌備會，幸運的是，個個崗位上的扶輪人，

以無比的熱情與專業的態度，站上全力以赴的第一線，面對面實際接觸與研討，

多面向緊鑼密鼓執行，及努力不懈的期與信念，都是年會圓滿落幕的關鍵點。 

圓滿落幕，總有許多無名英雄的心血。年會主委Chest及秘書長Offset縝密

構思與規劃，不畏辛勞帶領著一群推動事務的扶輪夥伴們，各委員會分工合作與

真情相挺，推演每個環節、切磋每個問題，加上社友及夫人共襄盛舉的優質表現，

年會也才能盡善盡美呈現於前，我把這份殊榮歸屬於各位的奉獻。Woo Sun,在此

獻上十二萬分謝意！ 

今年尤其有幸邀請到RI前理事Jackson擔任RI社長代表，這是3460地區最大

的榮耀與福氣。Jackson即將榮任扶輪基金會保管委員，在此也恭賀他！他對3460

地區的勉勵及支持，我們更應銘記於心，以33屆「陽光、歡樂、聯誼」的年會主

題為底蘊，打造更優質的3460地區，創造更茁壯的扶輪盛世。 

3月11日，日本發生大地震及核災，我以實際行動捐贈高麗菜一貨櫃4200公

斤空運抵達2800地區並發放給災民，從構想到完成只花3天的時間。感謝秘書長

Cake、大甲社社當Archi及我的孩子們協助。台中市第三分區助理總監David、副

秘書長Water登高一呼，10社社長也紛紛響應捐款，使得物資捐贈大功告成。扶

輪人的大愛觸及海外，我們再次攜手「打造社區，連結世界」，再現扶輪效應與

光芒。 

此時此刻，我與各位雙手捧著扶輪，站在世界的舞台上，期許這樣的光芒永

續。愛扶輪，頌扶輪，做一個驕傲的扶輪人。 

獻上無限感恩與祝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