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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575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11 月 24 日(星期四) 1. 時間:100 年 12 月 01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 本社社館
3. 節目：社友結婚紀念聯誼
4. 請全體社友及社友夫人準時出
席與會。

18：30 開會
2. 地點:仟鶴活海產餐廳
(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186 號；
電話：04-7236380)
3. 節目：社友生活分享
4. 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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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1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76號
主 旨：函文通知此次泰國水災不影響明年度 RI 世界年會之舉行，詳見說明，
請查照。
說 明：
一、2012 年 RI 世界年會將在泰國曼谷舉行，由於此次泰國水患嚴重，引起全世
界矚目及關心，並有許多社友反應是否會影響到明年世界年會。
二、 經 TRF Trustee Jackson 向地主國 HOC 的主委 PRID Noraseth Pathmanand 表
達台灣扶輪社友對當地災情的關心，同時並詢問此次災情對國際年會之影
響；經了解後，曼谷內部地區、機場及國際年會的會場均沒有受到影響，所
有的國際年會的準備工作，都將依原來計劃進行（相關回函如附件）。
三、 在此要請各位社友放心，並請盡速至 RI 官網（http://www.rotary.org）登記
參加世界年會，在 2011.12.1 前註冊享有第一時段早鳥報名優惠 USD160。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1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77號
主 旨：公告派遣至 7820 地區（加拿大紐芬蘭）GSE 團員甄選事項。
說 明：
一、 依 TRF/RI 政策及地區行事計劃辦理。
二、 團員甄試於 2011.10.15 及 2011.11.5 假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館辦理完成。
名單：GSE 團員 李育緯先生（台中扶輪社推薦）
GSE 團員 卓君晶小姐（彰化南區扶輪社推薦）
GSE 團員 王寶晶小姐（台中大屯扶輪社推薦）
GSE 團員 林韋瑋小姐（台中台美扶輪社推薦）
三、 團長：經 GSE 委員會推薦暨總監邀請：由地區年會委員會副秘書長暨地

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副主委 劉禮修前社長(PP EYES 台中台美扶輪社)擔任。
四、 團長、團員應遞送 BIOGRAPHICAL DATA FORM(161EN)個人資料表或推
薦函，如尚未送交者，請於本(11)月 30 日前檢附經推薦扶輪社辦理。
（表
格中，國家請填 TAIWAN，勿再附加 ROC 字樣）
五、 GSE 安排有行前的訓練集會活動，務必抽暇參加，如需辦理請（公）假事
宜者，可請求出具公函協助辦理請假事宜，行前之集訓及準備事項會另行
函通知。
六、 依雙方地區約定：派遣日期為 2012.5.8 至 6.4（若有變動將另行通知）
。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7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78號
主 旨：為增進社友子女與扶青團成員的交友圈及擴大人脈，並期望於 2011-12
年度促成扶輪親家，敬邀各社菁英領導人踴躍鼓勵小扶輪參與。
說 明：
1. 活動日期：2011.12.18（星期日）
活動時間：14：30 報到聯誼，15：00 節目開始，20：30 圓滿賦歸
活動地點：皇璽處女蟳婚宴會館（台中市南屯區惠文路 778 號）
活動費用：1314 元（一生一世）
參加年齡：25-35 歲未婚小扶輪
報名截止日期：2011.12.09（星期五）﹝攸關印刷活動手冊的時間）
參加人數：100 名（男女配對各 50 名，額滿截止，請盡速報名）
※沒趕上首航西湖第一集的小扶輪，就不要錯過第二集的聖誕 Party（另若不
足 40 對則取消此活動）
2. 報名方式：請填妥報名表後，向各社幹事小姐報名，繳費，再統一回報至地
區辦公室。
時間
14：30 ~ 15：00
15：00 ~ 16：00
16：00 ~ 17：00
17：00 ~ 18：00
18：00 ~ 19：00
19：00 ~ 20：00
20：00 ~ 20：30

活動內容
愛情報到處
愛情觸電時刻
瘋狂蘿蔔蹲
心動 MATCH 時間
晚宴 + LIVE BAND
聖誕 PARTY + LIVE BAND
PARTY KING & PARTY QUEEN 選拔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8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80號
主 旨：轉函通知各社踴躍參加台中中央扶輪社舉辦之『身心障礙者就業關懷』
活動，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 為響應國際扶輪「人道關懷 行善天下」的精神，將重點放在身心障礙者
的就業關懷上。近幾年由於台灣就業生態丕變以及國際金融海嘯的關係，
整體就業環境不佳是不爭的事實，在競爭環境中求取生存原屬不易，對身
心障者更付出並且擁有工作，常常才是享有尊嚴的開始。

二、 台中中央社為使更多扶輪社友對身心障礙者的就業議題能有更進一步了
解，連結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身心障礙者就業服務業務，共同辦理「座談
會」，讓身為企業主管的扶輪社友，發揮扶輪「人道關懷 行善天下」的
精神以及「社會企業 企業責任」之理念，為身心障礙朋友開創更多就業
機會。
三、 身心障礙者就業關懷座談會時間表
時間：100年12月3日 (六)上午9：00~12：00
地點：中彰投就業服務中心一樓會議廳(台中市工業區一路 100 號)
四、 特此專函，敬請宣導本地區全體社友週知並鼓勵扶輪社友參與。
五、 隨函檢附活動相關資料謹供備查。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8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81號
主 旨：函請各社表決修改國際扶輪章程第 10 章第 5 條，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建議制定案旨在修改國際扶輪章程文件（國際扶輪章程、國際扶輪細則、
以及模範扶輪社章程）
；為確保扶輪領導人及繼任規劃的連續性，因而建
議 2013 年立法會議要求國際扶輪修改國際扶輪章程第 10 章第 5 條。
二、依 2010 程序手冊第 13 章規定，由地區建議之立法案可在地區年會或透過
舉辦全體扶輪社通信投票，來建議立法案。（RI 細則 7.020.,7.030.）
三、隨函檢附立法會議建議制定案表決書（附件二）
，敬請各社於 11 月 30 日
（三）前將附件填寫完畢後回傳至（04）2227-3064。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18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82號
主 旨：函請各社將社內成果相片放置於地區年會網站，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 為使 3460 地區第 34 屆地區年會內容更豐富，地區年會委員會將開始蒐
集各社成果相片，未來年會所照的相片也將以此方式下載，請各社上傳
到各社的相簿。
二、 隨函檢附『使用操作手冊』
， 密碼（26765912）請勿外洩，也請大家不
要更動密碼。
三、 若操作上有問題，請與台中省都社幹事 Carol（04-23290020）聯絡，或
是找台中省都社張賜賢 Computer（Tel：0917-032666；E-mail：
jason@triplets.com.tw）支援。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29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83號
主 旨：函請各社於每月月底前回報出席率等資料，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為讓總監辦事處掌握地區各社最新情況，敬請各社於每月月底前，至地區網站
（http://www.rotarydistrict3460.org）回報每月社員人數、例會次數及出席率之資

料，謝謝您們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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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2011年11月20日 發文字號：鹿扶源字第028號
主 旨：檢送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12 年度第五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紀錄。
說 明：
一、 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12 年度第五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已於
100 年 11 月 20 日(星期日)假線西鄉源泉海鮮餐廳召開完畢。
二、 隨函附會議紀錄一份敬請查收。

三、 函請惠照。

社

長

林 慶 源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彰化縣第一分區 2011-12 年度
第五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記錄
時間：100 年 11 月 20 日(星期日)下午 6:00
地點：線西鄉源泉海鮮餐廳
出席：
助理總監

蔡國正

副秘書長

張皆福
職

稱

社

長

秘

書

社 名
彰化扶輪社

林俊良

丁一元

彰化西北扶輪社

吳東海

黃燦傑

彰化中區扶輪社

金學宏(代理)

吳逢誌

鹿港扶輪社

林慶源

黃敏卿

彰化南區扶輪社

江智豪

游世賓

彰化東南扶輪社

林錦國

曾志翔

彰化皇家扶輪社

陳書湖

林義勝

彰化松柏扶輪社

(請

假)

郭淑媚

彰化東區扶輪社

張家和

陳龍興

鹿港東區扶輪社

胡智凱

許火旺

主席：林慶源

紀錄：施懿妙

(一)主席致詞

鹿港社社長林慶源 Chicken
歡迎各位蒞臨參加本次聯席會議！各社如有寶貴請踴躍發言提請研討。
(二)報告事項

1. 助理總監 蔡國正 King
本年度聯合例會圓滿順利完成，感謝各社社長、秘書的支持與配合，大家發
揮扶輪團隊精神，本人在此致十二萬分的謝意。
(三)討論事項
1.本分區 2012-2013 年度助理總監依輪值方式應由彰化扶輪社推薦一名社友
擔任，請研討案。(提案—鹿港扶輪社)
決議：通過。彰化社將於理事會議推選後，再向各社報告。
2.本分區 2011-12 年度聯合例會收支明細詳如附件，請研討案。(提案—鹿
港東區扶輪社)
決議：如附件通過。請增加列印--感謝鹿港東區社 Kevin 提供會場佈置之羅
馬花柱及蘭花盆栽計 20000 元。
(四)臨時動議
1.鹿港東區扶輪社定於 12 月 12 日(星期一)假金悅喜宴會館舉行授證六週年
紀念慶典(下午 5：30 註冊，6：00 開會)，敬請各社踴躍參加。
2.本分區第六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由彰化南區扶輪社主辦，訂於 12 月 18 日
(星期日)舉行，地點將另函通知。
3.助理總監蔡國正 King 訂於 101 年 1 月 29 日(農曆正月初七)中午宴請春
酒，敬請各社社長、秘書伉儷踴躍蒞臨，地點將另函通知。
4.彰化中區社 101 年 1 月 23 日授證 31 週年紀念慶典，適逢春節因此變更於
100 年 12 月 24-25 日舉辦小琉球二日遊，敬邀助理總監、副秘書長以及各
社社長、秘書參加，請於 11 月 30 日前向秘書處登記報名。

5. 2012 年 RI 世界年會報名至 11 月 30 日止，本分區至目前報名人數已達
70 位，希望各社繼續鼓勵社友或寶眷踴躍報名參加。
(五)散會：下午 6:20
發文日期：2011年11月28日 發文字號：彰中扶立字第100112801號
主 旨：函知本社第 32 屆第六次理監事會議召開事宜由，請查照。
說 明：
一、時間：100 年 12 月 01 日(星期四)晚上 6：30 開會
二、地點：仟鶴活海產餐廳(彰化市金馬路三段 186 號；電話：04-7236380)
三、請準時出席與會，歡迎社友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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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扶輪思索是用來讓我們瞭解立法會議如何成長的How the Council has
evolved？
立法會議歷經76年歲月，在國際年會中從單一的全會已經發展成為一個有自主
的立法實體。在1933年國際年會中，立法會議的成立係作為一個顧問性質的團體；
作為協助在年會中提出之條例覆審及決議之機構。
在1934年之年會中，第一次召集成為年會之一部份。當時扶輪社員為全球性之
經濟蕭條而掙扎奮鬥時，它威脅了世界的和平，並且失業率增加。
在1954年前，立法會議已經很完整的成立。在當年度之年會上，扶輪社員決定
立法會議之會期在全會中改為較長之間隔時期，並且，採用兩年一次的架構以提案
表決條例及決議事項，因而下次的討論會是在1956年之年會中舉辦。
在1970年會上更進一步改為國際扶輪之立法程序，當時決議立法會議不應僅限
於一個顧問性質。而應成為國際扶輪之正式立法單位，商討建言以便修正國際扶輪
章程及細則及標準扶輪社之章程。四年後，立法會議代表決議立法會議每三年開會
一次。但仍然與年會有所關聯。最後在1977 年，立法會議採納一項條例即獨立開
會。科技之進步也對立法會議有很深之衝擊，在1970 年代，立法會議代表使用了
大量的耳機跟隨著議事記錄，使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而現今之代表們使用同步翻譯
設備。在立法會議之議事旁之小房間中，由單一翻譯人員己經變成多方翻譯人員。
電子之表決則在2001 年被採用。在前面幾十年之沿革，立法會議一再論及衡量國

際扶輪政策之每一細微差異及每一社員細節及出席規則。每一扶輪社員或許會同意
其決議， 但有件事情是很清楚的，立法會議是扶輪要改變的最主要的代理人，容
許這個機構去評估其關聯性在現今快速擴展的世界，反映在生活方式，優先次序，
科技及商務。
台灣扶輪史上第一件立法會議通過之決議案，提案代表 PDG Right (D3480)。
贊成：379 票─77% 反對：116 票─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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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以下一個議題—年紀太輕，不能加入扶輪?
年紀20~30歲的男男女女是否年紀太輕，以致無法成為扶輪社員呢？要回答這
個問題前，請先看看以下的數據：自1983-2001年度，18位國際扶輪社長中，就有
13位在當初加入扶輪時年在35歲或以下。
在目前與歷屆國際扶輪社長中，季愛雅與布朗前社長當初加入扶輪的年齡可說
是最年輕的，兩人都是在22歲時加入的。季愛雅社長曾說過，若說扶輪造就了他可
是一點都不誇張：「扶輪教導我如何去達成我的生命目標。」
此外，而這18屆國際扶輪社長都謙稱自己當初加入扶輪時「不算太年輕」，而
以下就是他們加入扶輪時的年紀：
加入時的
扶輪年度
國際扶輪社長
年齡
年
1983-84
威廉‧施克惇William E. Skelton
1955
1984-85
卡洛斯‧康斯柯Carlos Canseco
28歲
1950
1985-86
柯愛德Edward F. Cadman
1955
1986-87
柯百樂M.A.T. Caparas
36歲
1959
1987-88
查爾斯‧凱勒Charles C. Keller
27歲
1950
1988-89
羅逸思‧藹比Royce Abbey
32歲
1954
1989-90
艾企和Hugh M. Archer
35歲
1951
1990-91
保羅‧柯斯達Paulo V.C.Costa
26歲
1956
1991-92
薩寶Rajendra K. Saboo
26歲
1961
1992-93
克利佛‧陶德曼Clifford L. Dochteman 33歲
1958
1993-94
羅伯‧巴斯Robert R. Barth
34歲
1956
1994-95
比爾‧韓德立William H. Huntley
1969
1995-96
布朗Herbert G. Brown
22歲
1945
1996-97
季愛雅Luis Vicente Giay
22歲
1961
1997-98
金樂施Glen W. Kinross
29歲
1960
1998-99
雷施益James L. Lacy
33歲
1964
1999-2000 賴唯捨Carlo Ravizza
47歲
1971
2000-2001 戴甫靈Frank J. Devlyn
29歲
1970
比起上述社長，扶輪創始人保羅‧哈理斯可謂大器晚成型，當他加入扶輪時已年近
38歲。可是等到他自己加入後，他就一直邀請其他的年輕人一起加入他的行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