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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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52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6 月 26 日(星期日) 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2. 地點:古都國際美食會館(彰化市中正路 2 段 605 號；04-7281855) 

3. 節目：彰化皇家社授證、交接暨聯合例會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6/24 五  彰化東南社授證假古都，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06/26 日 1552 變更 6/23 配合彰化皇家社授證暨聯合例會 

06/30 四  
溪湖社授證暨交接慶典假明園天香美食餐廳，17：30 註冊聯

誼；18：00 開會。 

06/30 四 1553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暨交接迎新會 

07/07 四 1554 例會；理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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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52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 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2013-14年度地區總 

 監提名人：林伯龍DOCTOR。 

二、 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公告2013立法會議 

 代表人選。 

三、 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公式訪問行事曆」 

 及「公訪流程表」，詳見說明。 

四、 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請協助查明社友 

 女有無就讀於已成立或即將成立扶輪少年服務團的 

 學校，以利推展扶少團計劃，詳見說明。 

五、 彰化西北社來一邀請函，敬邀各位社友熱烈參加第一 

 分區扶輪社第十八屆聯合高爾夫球隊成立事宜，隊友

統一年費6,000元；夫人(姑爺)統一年費3,000元。 

 

＊ 6月29日(三)松柏社交接典禮假富山日本料理店。 

＊ 6月30日(四)溪湖社授證假溪湖明園餐廳，17：30

註冊聯誼；18：00開會。 

＊ 7月1日(五)東區社交接假花壇全國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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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31.32 屆第二次理監事聯席會議紀錄 

一、 時間：100 年 6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8：00 

二、 地點：本社社館 

三、 出席：林源祥、林伯龍、金學宏、蔡元森、洪銘辰、吳逢誌 

四、 請假：廖建洋、鄭榮進、趙志能、吳偉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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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年度理監事餐費剩餘款事宜案。 

說明：餘款 10,466 元 

議決：以往例通過留待下屆使用。 

2. 案由：彰化南區扶輪社邀請本社於 6月 4 日(星期六)參加授證慶典聯合 

 例會假古都國際美食會館；本社擬變更 6 月 16 日例會時間、地點配合案。 

說明：原變更 6 月 9 日，因日本南陵姐妹社社長將來社館參加例會感謝。 

議決：全數配合通過。 

3. 案由：彰化皇家扶輪社邀請本社於 6月 26 日(星期日)參加授證慶典聯合 

 例會假古都國際美食會館；本社擬變更 6 月 23 日例會時間、地點配合案。 

議決：全數配合通過。 

4. 案由：新舊任社長暨職員交接例會事宜討論案。 

議決：A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      B 地點：本社社館 

 C 統一辦理：無 

 D 禮品採購：1.致贈卸任社長扶輪鐘（18000 元）: 本次取消 

2.新任社長匾額（12000 元）、祕書匾額（10000 元）:秘書部分即可 

3.職員交接禮品、年終各獎項禮品：請社長裁決。 

 E 邀請對象：本社社友、社友夫人暨寶眷。 

5. 案由：第 32 屆年度五大服務工作計劃事宜討論案。(附件一) 

 說明：A.社務服務 B.社會服務 C.職業服務 D.國際服務 E.新世代服務 
  議決：委由 COPPER、LED 填寫完備再行討論。 

6. 案由：年度預算編列討論案。(附件二) 

議決：社友一年費用皆為 65,000 元；免計出席兩位社友為 45,000 元。 

7. 案由：是否編印年度本社社員名錄及社員通訊錄案。 

議決：不用印製。 

8. 案由：6月 9 日(四)日本南陵姊妹社社長蒞社訪問事宜案。 

議決：邀請第一分區助理總監、副秘書長及第一分區社長、秘書。 

9. 案由：7月 28 日（四）地區總監公試訪問事宜案。 

議決：請內輪會接待訪問團隊夫人；其餘留待 7 月份理監事會議討論。 

七、 臨時動議： 

1. 案由：請每位社友提供 10 張以上有潛在性加入扶輪社之廠商負責人名片。 

議決：全數配合通過。 

八、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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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6月1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231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2013 立法會議代表 吳忠光前總監 PDG JOHN 

    2013 立法會議代表（候補）何黎星前總監 PDG STAR 

副 本：地區秘書長陳界叁 CAKE 

    2013-14 總監提名委員會 

    地區諮詢委員會 

    2011-12 總監 李芳裕 MEDICHEM 

    2012-13 總監提名人 周明智 CHEST  
附 件：立法會議代表（候補）個資表等 
主 旨：公告2013立法會議代表人選，請週知 

說明：一、 依國際扶輪細則 8.050 規定暨 2011.6.16 總監提名委員會決

議案辦理。 

   二、 2011.6.16(四)總監提名委員會會議全體一致通過 

      A.2013 年度立法會議代表：前總監 吳忠光 PDG JOHN 

      B.2013 立法會議代表候補：前總監 何黎星 PDG STAR 

      附「立法會議代表」個人資料（含履行責任保證書） 

      請惠予本（6）月 23 日(四)前擲回為禱。 

   三、 各扶輪社凡對 RI 2013 年立法會議有關「提案」，請依程序手 

 冊2010年版第三章PP141-148規定於2011年12月31日前(RI 

 立法提案截止日期)提交。 

   四、 各扶輪社依上述規定提案，請提交至立法會議代表 PDG JOHN 

收〒40866 台中市大墩路 457 號 12F-6  TEL.04-2472-2175  FAX.04-2473-4983  

      截止日期：依其規定。 

   五、 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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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2011年6月15日  

發文字號：裕籌字第017號  

受 文 者：各扶輪社（社長、秘書、幹事）  

副 本：2011-12年度地區秘書長、地區副秘書長、地區執行秘書、地 

區財務長、地區親睦委員會主委、總監辦事處諮詢委員會主 

委、攝影美學委員會（副）主委、地區年會委員會主委、地 

區年會委員會秘書長、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地區助理總監、 

分區助理總監暨副秘書長  

主 旨：函知『公式訪問行事曆』及『公訪流程表』，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1. 2011-12年度總監公式訪問將於2011年7月7日正式展開，隨 

函檢附『公式訪問行事曆』及『公訪流程表』。  

2.請各社於公訪前兩週提報相關資料（公式訪問暨例會時間及 

地點、扶輪基金及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捐獻名單），以便作

業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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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 地區 2011-12 年度總監公式訪問流程 

事前準備 

1. 請各社準備 

(1) 五大委員會組織 

(2) 五大服務工作計劃 

(3) 第 34 屆年會主題歌：『瀟灑走一回』 

(4) 公式訪問暨例會時間及地點安排 

(5) 扶輪基金（TRF）捐獻名單 

a. 保羅哈里斯(PHF)； b. 永久基金(BF);  c. 巨額捐獻(MD) 

(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名單(捐款 NTD10,000 以上之社友) 

※ (4)~(6)請於公式訪前兩週提報，以利作業安排。 

2. 總監辦事處：公式訪問訪隨行人員名單（公佈於 3460 地區網站【總監辦

公室/公式訪問細則通知】-http://www.rotarydistrict3460.org）。 

當天行程 

1. 社長秘書座談（30~60 分鐘） 

2. 領導團隊座談（30 分鐘） 

3. 例會 

(1)總監專題演講（20~40 分鐘） 

(2)表揚：頒發相關扶輪基金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表揚狀 

(3)新社友入社宣誓儀式 

(3)總監致贈社長伉儷禮品 

a. 領帶、絲巾及領章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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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社長伉儷與總監伉儷之合照 

c. 請各社不需準備禮品贈送總監暨夫人 

4. 閉會 

     總監與社長秘書座談（30~60 分） 

※ 3-5 年策略計劃—願景、目標、策略、執行。 

※ 以家庭為本、發揮擅長服務。 

※ 加強可辨識延續性服務計劃、消除小兒麻痺、新世代、六大 TRF 重視人

道服務。 

※ RI 敘獎獎項： 

1.  RI 社長獎： 

(1) 提名人及資格：2012.3.31 前必須達成社員人數淨增目標及完成各

個規定項目的實業服務成果。 

(2) 截止日期：地區在 2012.4.6 前。 

(3) 說明：成績最高的前 15 名地區及扶輪社將在泰國曼谷 2012 年國

際扶輪年會（5 月 6-9 日）上台接受表彰。 

2.  推行改變者獎： 

(1) 提名人及資格： 

a. 扶輪社需達成 RI 設定目標總數之指定數目； 

b. 扶輪社所有活動須在 2011.7.1~2012.3.1 間進行及完成。 

(2) 截止日期：地區在 2012.3.15 前 

(3) 說明： 

a. 總監需選出地區內三個成績最高的推行改變者扶輪社-小型（人

數少於 25 人）、中型（人數 25-50 人）及大型（人數超過 51

人），各挑出一社代表參加地帶及國際競賽。 

b. 各 RI 理事將選出 3 個地帶優勝者（從每一種規模中各選出一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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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I 社長將選出 3 個國際優勝者（從每一種規模中各選出一社）。 

d. 獲獎者將在泰國曼谷 2012 年國際扶輪年會（5 月 6-9 日）上

台接受表彰。 

 

※ 地區敘獎獎項 

相關以下獎項將由地區獎勵委員會與總監團隊成員中選編，組成各該甄選

委員進行評選。除非另有規定，敘獎評選提供資料應於 2012/01/31 之前

送達總監辦公室便以評選。 

1.  社務發展獎 

(1) 社務卓越獎：  

a. 至少每月舉辦一次 STAR 會議，至少有 20 人或至少三分之一

以上社友參加。 

b. 至少每月舉辦一次內輪(spouse)聯誼活動。 

c. 至少每二個月舉辦一次扶輪家庭聯誼活動。 

d. 至少舉辦一場社內年度『策略計劃』研討會議，與前領導人、

現職領導人及未來領導人腦力激盪，為未來願景、優先計畫與

使命事先做好有延續性的目標與計劃。 

(2) 社務傑出獎： 

a. 至少每二個月舉辦一次 STAR 會議，至少有 20 人或至少三分

之一以上社友參加。 

b. 至少每二個月舉辦一次內輪(spouse)聯誼活動。 

c. 至少每季舉辦一次 扶輪家庭聯誼活動。 

d. 至少舉辦一場社內年度『策略計劃』研討會議，與前領導人、

現職領導人及未來領導人腦力激盪，為未來願景、優先計畫與

使命事先做好有延續性的目標與計劃。 

2. 社員擴展獎 

(1) 社友成長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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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以 2011/07/31 申報社員人數為基準至 2012/01/31 為止。 

b. 社員人數淨成長增加十人以上，或於基準日社員數低於 25 人之

扶輪社，其社員人數淨成長增加五人以上。 

(2) 社友成長傑出獎：以 2011/07/31 申報社員人數為基準，至

2012/01/31 為止社員人數淨成長增加五人以

上。 

(3) 社員成長獎：以 2011/07/31 申報社員人數為基準，至 2012/01/31

為止社員人數淨成長增加二人以上。 

3. 輔導新社獎：應在 2012/01/31 前組成臨時社。 

4. 服務計劃獎 

(1) 卓越獎：社務、職業、社區、國際與新世代等五大服務，應均衡發

展至少完成社務、職業、社區與新世代各三項服務及國際

二項服務計劃。 

(2) 傑出獎：社務、職業、社區、國際與新世代等五大服務，應均衡發

展。至少完成社務、職業、社區與新世代各二項服務及國

際二項服務計劃。 

5. 公共關係獎：請將各項服務與活動見諸於報章、雜誌與其他媒體資料

於 2012/01/31 送交總監辦公室。將依特色與內容評估

分為卓越與傑出二個獎項。 

6. 社刊獎：應在 2012/01/31 前將所有社內刊物送至總監辦公室。依刊

物特色與內容評估分為卓越與傑出二個獎項。 

7.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百萬功勞獎：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提供資料敘獎

個人或團體。 

8. 扶輪基金貢獻獎： 

(1) 團體貢獻獎，達到下列項目之一者 

a. 達成地區年度計畫基金捐獻最起碼平均達每人美金 100 元或以

上之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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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產生一位以上永久基金捐獻者之各社。 

c. 產生一位或以上巨額基金捐獻者(Major Gift Donor)之各社。 

d. 產生一位以上「保羅哈里斯協會」會員之各社。 

e. 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美金 2000 元或以上之各社。 

(2) 個人貢獻獎 

a. 巨額捐獻獎 

b. 保羅哈里斯捐獻獎 

c. 『根除小兒麻痺』捐獻獎：捐獻 200 美元或以上之社友 

d. 永久基金捐獻獎：捐獻 500 美元或以上之社友 

9. 社友 100%註冊參加地區年會獎 

10. 寶眷 100%註冊參加地區年會獎 

11. 100%連續十年以上出席者獎 

附註：若有變動，將隨時修正提供各社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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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與社內領導團隊座談（30 分） 

2011-12 年度『人道關懷，行善天下』地區目標服務計畫 

一、有效防止社員流失與社員擴展 

1. 加強各社扶輪知識宣導與舉辦 STAR 會議， 宣揚 2011-12 年度國際總

社 社長主題與加強重點；由各社資深領導人或聘請地區講師加強扶輪宗

旨、扶輪精神『寬容、友誼、服務』、職業服務『事業、專業服務宣言』、

『四大考驗』與『超我服務』的了解。增進社友對扶輪願景、策略優先

事項、核心價值『服務、聯誼、多元、正直、領導』與使命的體認，以

有效防止社員流失。 

2. 提供入會優惠增加年輕 28-35 歲社友，加強職業服務。 

3. 盡可能採取策略，能從 2009-10、2010-11 至 2011-12 止，各社平均

保持有至少 85%之綜合社友留存率。 

4. 在各社強調每 50 名社友至少增加一名年紀低於 40 歲新社友，達成社友

成長 10%目標。 

5. 地區內輔導達成至少成立一個新社之計劃。 

二、社務服務 

1. 重視新社友入社過程。對引薦、入社儀式與融入扶輪過程應熱忱的關心

與協助，並做體面有尊嚴的安排。 

2. 呼籲各社加強扶輪家庭與『內輪』spouse 聯誼活動。 

3. 在地區及各社督促進行 2010/07/01 扶輪理事會所公佈『扶輪策略規劃』

與前及而後領導者溝通，使地區與各社能夠世代傳承，為未來 2013-14

年度即將實施『扶輪願景計畫』做準備。 

4. 各社每月至少舉辦一次 STAR 會議。 

5. 本年度在地區至少舉辦二次『扶輪基金研習會』與『領導人訓練會議』，

並鼓勵地區各社社友參加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的訓練會議。  

6. 獎勵對地區服務奉獻有功前總監。 

7. 督促每位扶輪社友，應訂閱『扶輪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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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職業服務 

1. 在各社要求社友在每次例會中輪流以其事業或專業為例彰顯扶輪『四大

考驗』、『事業、專業服務宣言』的重要性與做實例說明。 

2. 鼓勵至少 50%的扶輪社友做職業服務與相關活動。 

3. 在社區表彰高道德標準與有公共價值的職業服務計劃。 

四、社區服務 

1. 鼓勵支援各社與政府及非政府組機構合作。參與『節能減碳』與環境保

護計劃。 

2. 支援扶輪社區服務團與非扶輪社區人士合作進行社區服務計畫。 

3. 鼓勵地區內扶輪社與其社區及其他國家社區合作推動『根除小兒麻痺』

計劃與扶輪基金會所聚焦重視六大人道服務計畫。 

4. 甄選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生。 

5. 督促地區各社推動健康、活力相關活動。 

6. 多地區植樹計畫推動。 

五、國際服務 

1. 鼓勵巨額捐獻，每分區至少推薦一位。 

2. 鼓勵每位社友達成 EYER 年度捐獻基金(APF) 至少 100 美元的目標。 

3. 支持扶輪『根除小兒麻痺』兩億美金捐獻的挑戰，鼓勵各社至少年度捐

款 2,000 美元。 

4. 鼓勵各社參與扶輪基金會的教育與六大聚焦人道計劃。 

5. 鼓勵地區與各社領導人參加 2011 年在印尼峇里島舉辦的地帶國際扶輪

研習會。 

6. 鼓勵各社踴躍參加 2012 年在泰國曼谷舉辦的 RI 國際年會。 

7. 推薦甄選 GSE 成員與團長。 

8. 促進各社參與國際扶輪友誼交換之 Home Stay，增廣國際扶輪相識與聯

誼，預先為而後 2013-14『扶輪願景計畫』實施後『全球獎助金』大型

計劃找尋合作夥伴做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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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促進各社參加台日與台泰親睦活動。 

10. DSG 、MG 、RAS、 GSE 、YEP、 RFE 、RI Convention 現狀 

六、新世代服務 

1. 在各大學與學院舉辦『四大考驗』活動，使即將畢業學生與事業體負責

人面談，探討職場實務，直接了解未來進入職場機會，為自己而後職業生

涯事先了解與做規劃。 

2. 鼓勵推薦甄選扶輪 TRF 大使與和平獎學金學生。 

3. 舉辦多地區紅娘活動。 

4. 年度內輔導增加『扶輪青少年服務團』。 

5. 贊助鼓勵青少年參加『扶輪青少年領袖營 RYLA』。 

6. 鼓勵各社贊助清寒學生參加『青少年交換』計劃。 

 

 

七、 其他 

1. 應呈報 RI 資料 

a. 半年報告（SAR）：每年 7 月 31 日/1 月 31 日以前-配合會費一起自

行繳交。 

b. 新年度職員報告：每年 1 月 31 日以前應申報。 

2. TRF 捐款 

a. 請各社購買美金匯票；由總監辦事處彙總繳交。 

注意社名及個人姓名之正確性，以Passport及RI Member No.之資料為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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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2011年6月23日  

發文字號：裕籌字第020號  

受 文 者：各扶輪社（社長、秘書、幹事）、各扶青團  

副 本：2011-12年度地區秘書長、地區副秘書長、地區執行秘書、地 

區助理總監、地區服務計劃主委、地區扶少團委員會各委員  

附 件：1. 現有&即將成立扶少團之學校明細表。  

2. 社友子女就讀扶少團學校明細表。  

主 旨：請各位社長當選人協助貴社幹事查明貴社有無社友子女就讀 

於已成立或即將成立扶輪少年服務團的學校，以利推展扶少 

團計劃，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 本地區2011-12年度為配合RI積極推展服務青少年計劃，鼓勵各 

社在高中(職)校輔導成立扶輪少年服務團(簡稱「扶少團」)，目

前已有近20個扶輪社洽妥15所高中(職)校同意輔導成立扶少團

(附件一)，令人敬佩與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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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於考量學生的升學壓力，並顧及扶少團的運作與傳承，每一 

扶少團原則上30位團員即可，高二與高一學生各半，並由即將升

上高二的學生擔任團長等幹部職務，輔導經費由各社酌為編訂。  

三、 為了鼓勵就讀於上述學校的社友子女參與此項計劃，藉以更深 

入瞭解扶輪，並學習領導統御的技巧與服務奉獻的精神；同時也

方便輔導社與學校招募首屆的扶少團團員，協助原已成立的扶少

團招募新團員(台中女中、台中二中及員林家商，依次由台中市

東南社、大同社與員林社所輔導成立)，請各位社長當選人惠予

協助各社幹事，查明 貴社究竟有幾位社友子女即將就讀各該學

校高二、或下學年即將成為各該學校高一新生？並將其名籍資料

填於附件二，然後擲回本辦公室，以便轉知各該輔導社聯絡各該

學生及社友。 

四、 為配合地區扶少團委員會召開學校輔導老師與學生幹部的講習 

會，請於本(6)月30日前查明並寄回調查資料為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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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53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6 月 30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結婚紀念聯誼暨交接迎新餐會 

4. 請各位社友、社友夫人暨寶眷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6/30 四  
溪湖社授證暨交接慶典假明園天香美食餐廳，17：30 註冊聯

誼；18：00 開會。 

06/30 四 1553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暨交接迎新餐會 

07/07 四 1554 例會；理監事會議 

07/14 四 1555 例會；彰化縣第一分區助理總監蒞社訪問 

 

 5 月 100%出席例會社友： 
      WILLY、PHONE、DOCTOR、RACK、LED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53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10-11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公告2013-14年度

地區總監提名人林伯龍社友DOCTOR-彰化中區扶輪

社，請查照。 

二、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請各社踴躍推薦

2012-13年度「扶輪大使獎學金」候選學生之申請事

宜，詳見說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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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6月30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232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2013-14 年度總監提名人 林伯龍 DOCTOR 彰化中區扶輪社（含附件） 

副 本：1.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2.2013-14 總監提名委員會 

    3.2011-12 年度總監 李芳裕 MEDICHEM 

        4.2012-13 總監提名人 周明智 CHEST 

    5.扶輪出版委員會 

    6.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附 件：如文 

主 旨：公告2013-14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林伯龍社友DOCTOR彰化中區扶 

輪社，請查照。 

說明：一、依 RI 細則 13.020.10 規定暨洲總#230 號函辦理。 

   二、據上說明一：「至地區總監規定之截止日期： 

2011.6.29(三)5:00PM 並未收到地區內各扶輪社此項挑戰提名」。 

   三、依同款規定向「各扶輪社」宣布如主旨。請查照 

   四、2013-14 年度總監提名人，應呈報 RI 之文件資料（如附件）， 

即請惠予填報。 

   五、完備後，請 2011-12 年度總監辦事處惠予呈報國際扶輪世界總 

  部為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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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2011年6月29日 發文字號：裕籌字第021號  

受 文 者：各扶輪社（社長、秘書、幹事）、各扶青團  

副 本：2011-12年度總監當選人 周明智Chest（台中西北社） 地區秘 

書長 謝東隆Paper（大甲北區社）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洪博彥PDG Paul（台中西北社） 地區扶輪大使獎學金委員會

主委 李維仁Juice（台中大同社） 附 件：大使獎學金申請表

格。  

主 旨：請各社踴躍推薦2012-13年度『扶輪大使獎學金』候選學生之 

申請事宜，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1. 依TRF/RI 2012-13年度親善大使獎學金之申請規定辦理。  

2. 目的、資格、應準備資料、履行責任、義務及相關規定，申請表 

均有記載，請申請人務必詳讀。  

3. 身份以戶籍地在3460地區內之苗栗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 

之符合資格者。  

4. 名額：貳名；每名壹學年獎學金為美金27,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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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習期限：壹個學年，必頇對社員（含非社員）聽眾，發表10-15 

場次公開演講 (或學習心得報告)，附於學成報告書內提交TRF。  

6.申請處：3460區各扶輪社。各推薦扶輪社應檢附面試評鑑表及申 

請書完整文件（備查）。資料不完整者，視為無效，不予受理。  

7. 日期規定：  

各社受 

理申請  

總監辦事處  

收到截止日期  

面試日期  RI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11.8.19  

2011.8.19 (五)  

逾期以失效論  

2011.9.10(六)  

上午10時  

2011.9.30(五)以前 

(地區將準時送達)  

8. 面試地點：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會館  

40310台中市大隆路20號5F-1 Tel：04-23282971  

9. 注意事項：  

(1) 候選學生請當日上午9：00報到並抽取面試順序號碼；  

(2) 申請者必頇親自參加，未依時到達者，以棄權論； 

(3) 總監辦事處將不再個別另行通知。  

10.其他規定，悉以TRF/RI記載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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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1552次例會 (11.06.26)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每週扶輪思索 38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地區簡易獎助金District Simplified Grants。 

扶輪基金會地區簡易獎助金計劃允許扶輪社為他們的社區裡或國際上去找

尋、規畫、和資助那些有價值的計劃。所有的扶輪社都有資格申請地區指定基金

來幫助支持我們自己社區裡有價值的計劃。計劃如小孩的玩具、購買食物避難所

的廚房設備、為邊緣兒童提供課後課程的財務援助、或改善一個遊樂場，這些都

是很好的地區簡易基金的範例。 

年度計劃基金募款愈多，則由分享制度而來的資金則會愈多。讓我們去我們

的社區和城市，甚至於國際間去行善。 

至於前面所提的分享制度The SHARE System其精神則是要讓社員們將他們的

資源經由世界基金(WF)與全世界扶輪社員同仁共同分享。同時，由保管委員會將

其制定決策的責任藉由地區指定基金(DDF) 去與各地區分享。並且此制度能讓扶 

輪社員們透過扶輪基金會龐大的網絡去和全世界去分享扶輪。 



21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每週扶輪思索 39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大使獎學金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s。 

扶輪基金會開始於1917年，直到1947年創始人保羅‧哈里斯的過世為止，它

都沒有成為扶輪的一個主要部份。在保羅‧哈里斯的去世之後，扶輪基金會由於

緬懷保羅‧哈里斯。立即募集了一百萬美金以上的紀念捐款。由於基金的充足，

因此第一個扶輪基金計劃很快地設立〝國際研究獎學金〞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larships旨在加強世界瞭解與和平，共18名獎學生，是現在受歡

迎的大使獎學金計劃的前身。 

扶輪基金會的大使獎學金計劃是大學研讀之世界上最大的私人資助國際獎

學金計劃之ㄧ，自1947年起，來自110國家大約四萬七千名學生已經在海外學習。

你知道影評家Roger Ebert、名記者Bill Moyers、前聯合國國際難民組織的高級

專員Sadako Oagata都是扶輪大使獎學生？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 40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快樂的扶輪人。 

比利時樞機主教Leon Joseph 說：“快樂的人有夢想，而且準備付出代價使

美夢成真。＂只要有夢想，而又肯奉獻、肯犧牲，人人都可成快樂的人。我們扶

輪運動的創始者Paul Harris （the founder of Rotary）就是位快樂的扶輪人。 

在一百多年前，我們扶輪運動的創始者Paul Harris為了抒解在大都市生活

的孤寂，他走出了扶輪的第一步。當時，他不可能知道順著那一步會走到那裡，

也不知道那一步對人類有多大的意義，他只是遵循他的夢想去努力，就這樣改變

了歷史的演進。因為他使得一個又一個的扶輪社友，一步又一步，一年接一年，

這樣點點滴滴地把大家為實現夢想的努力與資源匯積起來。就像是把千百條從群

山山坡奔騰而下的溪流與小川匯成一條寬廣而源源不絕巨大的扶輪洪流，創造了

人類美好的結果，其中如「西元兩千年，一個無小兒麻痺的世界」“Target 

2000 ， A world without polio！＂不正證實了人類學家MargretMead所說的：

“一小群有思想、肯奉獻的人就可以改變世界。＂ 

所以在1995年阿拿罕國際講習會上，RI前社長Herbert G. Brown一再播放那

首唐吉珂德傳改編的“夢幻騎士＂一片的主題曲「夢想那不可能的夢」“To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不就是希望所有扶輪社友，都來做位有夢想

並且會使美夢成真的快樂的扶輪人。 

而RI前社長 Herbert Brown 的夢想就是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和平世界，一

個能讓我們言行一致的世界，一個人人都在上蒼所賜福的人性尊嚴下無私愛心生

活的世界。我們要如何來實現他的夢想呢？我認為我們要立刻行動的是以「家庭

和社區的關懷Family & Community Concerns」這個夢想來開始。就讓你我以大

大的愛心，來做小小的夢想因為你我都想成為一位“快樂的人有夢想，而且準備

付出代價使美夢成真。＂ 的快樂的扶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