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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29 次例會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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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地點: 桂都國際美食館(彰化市中興路 187 號)  

3.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1/06 四 1529 例會；理監事會-在外召開假桂都國際美食會館 

01/13 四 1530 例會；慶生聯誼 

01/20 四 1531 例會；  

01/23 日 1532 授證 30 周年紀念慶典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30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100 年 1 月 13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聯誼 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館 

3. 節目：授證討論及社友生活分享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1/13 四 1530 例會；  

01/20 四 1531 例會；慶生暨結婚紀念聯誼及授證工作準備 

01/23 日 1532 配合授證 30 周年紀念慶典，變更 1/27 例會日 

02/03 四  休會(適逢大年初一)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1530次例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TRF人道計畫配合獎助金自

2010.12.13起國際夥伴捐獻至少要有50%的新規定。 

二、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地區舉辦「國際醫療義診」服

務補充說明(二)。 

三、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請支持社員行動小組計畫。 

四、彰化東南社來函，函知彰化縣第一分區10-11年度第七

次社秘聯席會議2011/01/16假松戶日本料理召開。 

五、中華民國生命保護協會來函，函知擬至本社舉辦健康

宣導講座。 



 

 

函   
 

發文日期：20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123號 
 

受文者：各扶輪社 

    地區扶輪基金主委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各助理總監（17位） 
 

主 旨：TRF人道計畫配合獎助金自2010.12.13起國際夥伴捐獻至少 

  要有50%的新規定 

說 明：一、依RRFC PDG ARCHI許勝傑前總監 2011.1.6(四)9:11AM

電郵通知。 

    二、依TRF 2010.10保管委員會決議：配合獎助金必須來自

專案所在地國家之外，至少要有50%的扶輪社與地區的捐獻

是來自國際夥伴。 

    三、因此所有新的配對補助金的運用，自2010.12.13起包括

競爭性（USD25,001～150,000）和非競爭性（USD5,000～

25,000）均需符合該最低要求（條件）。 

   四、配合獎助金的夥伴捐獻，被視為對TRF的限定用途捐獻，

因而不納入地區捐獻總金額。PHF獎勵積點不會被授與直接

送給專案的贊助者捐獻。（即當年度撥用不再列為地區實

績、個人積點） 

    五、請查照。 

 

 



 

 

 
 
函   

 

發文日期：20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124號 

 

受文者：各扶輪社 

    各助理總監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服務計畫主委 謝明憲 ORTHO 

 

主 旨：地區舉辦「國際醫療義診」服務補充說明 (二) 

 

說 明：一、洲總#087 #091函諒悉。 

    二、地區與3300地區馬來西亞舉辦國際醫療義診服務，原訂 

 抵達第二、三天舉行，經馬來西亞方面建議能夠在周末假日 

 辦理，則有較多民眾受惠，旋請「全球運通旅行社」安排調 

 整到1/15周六、1/16周日二天。 

    三、1/15 星期六全天開放醫療義診，1/16 星期日則到老人 

 及孤兒院關懷慰問及臨床看診等服務。 

    四、全球運通旅行社提供第五天行程說明中，可能造成誤解。 

    五、國際醫療義診，是「打造社區 連結世界」的最有效服 

 務，請支持並共襄盛舉。 

 

 



 

 
 
函   

 

發文日期：2011年1月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125號 
 
受文者：各扶輪社 

    各助理總監（17位）、各副秘書長(19位)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社員主委 薛秋雄 TRADING 

    2011-12總監當選人 李芳裕 DGE MEDICHEM 

 

主 旨：請支持社員行動小組計畫 

 

說 明：一、依RI秘書長布田2011.1.6(四)12:15 NOON電郵辦理。 

    二、RI2005的理事會通過設立「社員行動小組」的組織14個。但 

 是獨立於RI的組織架構並且為自行管理與作業制度。 

    三、該 14 個正式承認的「社員行動小組」ROTARIAN ACTION GROUPS 

 為： 1.防治愛滋病 2.愛盲行動  3.捐血活動  4.齒科義工 

       5.糖尿病防治 6.殘障關懷  7.保健宣導  8.防飢和營養 

       9.撲滅瘧疾  10.信用微貸  11.心血管疾病  

       12.小兒麻痺照護 13.人口發展 14.飲水與衛生 

    四、以上 14 個小組廣泛分布在 100 多個國家，超過 27,000 以上 

 社員，以其專業價值參與執行計畫服務，並獲致良好效果。 

    五、如果地區能夠給予支助獎勵，他們的行動完成更多有價值的 

 人道計畫服務，可以提昇扶輪社形象，吸引社會人士注目、留住 

 人才，這是總監當選人以及履任總監所應有的榮典。 

    六、請貴地區自 2009.7.1 起迄今，上述行動小組提出執行計畫 

 報告者，請惠予獎（鼓）勵。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28 次例會(10.12.30)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第 1529 次例會(11.01.06)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總監月報 NO.7 之 RI 文告 

考驗的時刻！ 

現在我們正處於本扶輪年度的中間點，是考驗我們扶輪社優缺點的時機。也許對

某些扶輪社員來說這個想法有點奇怪，可是不如此我們要如何瞭解各扶輪社的活

動及計畫是否比得上地區內--以及世界各地--其他的扶輪社呢？因此，我鼓勵所

有扶輪社員-- 

不僅是扶輪社職員--在1月份參與評鑑自己的扶輪社。 

2010 -11年度社長獎計畫針對五大服務設計了評分表。這也是多數扶輪社評鑑所

進行之活動和計畫的工作檢查表。扶輪社社長必須填寫這些評分表，在2011年3

月31日之前交給地區總監，扶輪社才有資格申請社長獎。這些分數應該作成書面

報告或在扶輪社例會中與所有社員分享。 

在1月份展開社長獎測驗的工作流程，可讓扶輪社有機會在3月31日繳交期限之前

矯正發現的任何缺失。此舉也可讓扶輪社領導人注意到今年度有新設立的傑出社

長獎，來獎勵在五大服務之間達到均衡的扶輪社。 

今年，我建議所有扶輪社檢討社的做法及程序，看看是否真的是最佳措施或僅是

傳統做法。每年評鑑我們的扶輪社當然是最佳做法，需要比平常更多的扶輪社員

來參與我們扶輪社的評鑑工作。 

社長獎評分表是這個程序的理想起點。否則我們要如何知道我們扶輪社真的有變

得更大、更好、更勇於任事？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總監月報 NO.7 之總監的話 

翻過了一山又一山，公訪的日子連載著期待與驚喜。親自走訪了九十二社，

無數時間與心力的投資，回首一顧，要感謝的人很多。各位的奉獻就像是燈塔在

夜裡閃，拼湊扶輪版圖的背後，聽見的是掌聲與呼聲。歲末年初，我們看見扶輪

曙光，心中也漾起了微笑。 



 

猶記得剛上任時，給自己「進社區，結世間親」的警惕，因此半年來秉持著

「感恩的新」和大家搏感情，積極參與各社活動「交織扶輪，精采絕倫」，在服

務及回饋的舞臺上創造契機，追求美好。 

在公訪歲月的多采裡，我們翻過一山又一山。綿延群山，一攀就是半年，考

驗著扶輪精神與初衷。行腳造訪了九十二個社，看見的是扶輪園地豐碩的果實。

回首來時路，2010 年 7 月 9 日給足自己勇氣與挑戰，以規模龐大的台中社為啟

點，2011 年 1 月 4 日把員林社(所屬社)置於終點，以員林社友身份，回歸母社，

持感恩的情懷，做圓滿的謝幕。 

公訪謝幕之際，正逢 RI 社長 RAY 所說的「年度中間點」。考驗的時刻，接

踵而來的是檢討與評鑑，讓下一個開端成為「理想的起點」。我曾說過，從局部

觀看整體，我們要做的服務確實很多。冀望伸展台上的無私奉獻者，能秉持多樣

的底蘊，延伸扶輪夢想，展現扶輪人的默契與榮耀。 

奉獻就像是燈塔在夜裡閃，拼湊扶輪版圖的背後，聽見的是掌聲與呼聲。這

段期間仿如化身為小天使，輕裝從簡，在扶輪劇場裡拍著翅膀。漸漸發現，奉獻

扶輪好似堆砌著心中的金字塔，從馬拉松耐力跑，到朵朵翱翔的飛行傘，脫胎換

骨過程沒有捷徑，唯有一片熾熱與憧憬。我們像新生命呼吸著，收集著戳章，找

尋著驚奇，成功攀越座座具有挑戰的山。歲末年初，我們看見扶輪曙光，心中漾

起了微笑，可謂豐收滿行囊。請各位繼續與我ㄧ起拔河，將扶輪夢想拉進來，再

現扶輪「心」力量！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 17 

第十七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扶輪世界和平獎學金Rotary World Peace 

Fellowships。 

扶輪社員一直都希望對世界和平不僅僅只是說說而已而應多作一點。 

在2002年，扶輪基金會在全世界設立了七所扶輪國際和平及衝突之解決研究

中心（ROTARY CENTERS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EA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我們基金會的捐款提供扶輪世界和平獎學金給學生到七個扶輪和

平及解決衝突國際研究中心之一，攻讀國際關係、和平及衝突解決等主題2年，

以取得碩士學位，以培養他們的技巧與態度來為我們這日漸複雜的世界作好領導

角色的準備。以及透過在泰國曼谷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辦理的短期授證課程進行研究，使來自不同行業及領域的專業人士得以在促進和

平及以和平方式解決衝突的領域中裝備好他們所必需的解決和平工具。 

每一年根據全世界競爭的方式選出60名碩士學位獎學金學生以及50位職業

發展授證獎學生。保管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申請者最晚將於12月15日獲得通知。 

一位最近由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La Plata Tribunale扶輪社所輔導，畢業



 

於杜克大學的扶輪和平獎學生Bautista Logioco，已經開始全職在華盛頓首府的

美洲國家組織(OAS)工作，擔任一位促進國家間對話與解決衝突特殊領域的計畫

職員。 

我們應牢記國際服務是讓我們當扶輪社員因而感到很驕傲的重要部份。而

〝每位扶輪社員，每年〞的努力成果則是持續提醒我們要慷慨捐獻給扶輪基金會。 

 扶輪園地分享站(四)—每週扶輪思索 18 

第十八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用來提醒我們大家，扶輪有那些服務夥伴。 

扶輪的服務夥伴（Partners in Service）包括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扶輪鄉村服務團（RVC）、扶輪社區服務團（RCC）

等團員及扶輪社員眷屬（Rotary Families）。 

1. 扶輪少年服務團（Interact）是扶輪社支持之年輕人社團，以社區服務及促

進國際瞭解為目的。凡是中等學校（14至18歲）的學生都可申請加入。其由來是

因1962 年美國佛羅里達州墨爾本（ Melbourne,Florida, USA）扶輪社集合了一

些將進入大學前三學年有志國際瞭解的學生們組成第一個扶輪少年服務團，並稱

作〝Interact〞。〝Interact〞這個字是他們採〝International Action〞及

〝Activity〞組合而成的。 

2. 扶輪青年服務團（Rotaract）扶輪社支持之青年成年人（18歲至30歲）的社

團，目的在於鼓勵團員在其所有的職業中提高道德標準，並透過對社會的服務來

培養領導者及有服務熱忱的公民，並促進國際瞭解與和平。第一個扶輪青年服務

團是於1968年在美國北卡羅萊納州Charlotte市的Charlotte North 扶輪社授證

成立的。 

3. 扶輪社區服務團（Rotary Community Corps），簡稱（RCC）。它們是在1986

年由國際扶輪社長柯百樂（M.A.T Caparas）所創始的一種草根性的自助服務新

模式，其目的為幫助能夠自助的人們而設立。並由期望改善社區生活，然而卻缺

少工作所需知識與技能的非扶輪社員所組成。每一服務團均為扶輪社所輔導，由

扶輪社員提供創辦『扶輪鄉村服務團』（Rotary Village Corps），簡稱（RVC）

及『扶輪社區服務團』，並保持服務團運作所需之事業經驗，與專業技術。扶輪

鄉村服務團及扶輪社區服務團，它們兩者在目標及施行的過程者完全一樣，不同

點只是在於社區本身的需求。在鄉村區域成立的團稱作扶輪鄉村服務團，而在城

市區域成立的團則稱作扶輪社區服務團。但現已統一名為扶輪社區服務團RCC。 

4. 扶輪眷屬（Rotary Families）常在扶輪社員為他們的〝社會服務〞計劃尋求

額外人力時，他們大部分先從他們自已的家庭中開始物色。因此扶輪社員的眷屬

已經成為世界提供義工人力最大供應站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