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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17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10 月 14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聯誼 19：00 開會
2. 地點: 本社社館
3. 節目：旅遊趣聞 演講 ； 社友慶生日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10/24

日

10/25

一

10/28

四

10/31

日

1518 變更例會時間、地點；配合鹿港社授證暨聯合例會假金悅喜宴會館
第一分區聯合例會高爾夫球聯誼賽(參加者：BUILDING)
1519 例會
彰化第一分區第四次社秘聯席會議(彰化中區社主辦)

演講人姓名
演講題目

聞鴻儒 先生

職稱 達觀旅行社 總經理

旅遊趣聞

z 本月壽星：
10/01 劉燦霖 GREEN
10/04 林源祥 PHONE
10/11 陳乃升 BUILDING
10/20 蔡元森 HINGE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1517次例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舉辦「打造社區 連結世界」扶輪青

少年領袖營RYLA活動，請踴躍推薦學員報名參加。
二、鹿港社邀請函，邀請參加授證28週年慶典暨聯合例會。
三、彰化東南社來函，函知變更例會地點由。
四、彰化地方法院檢察署來函，檢送「別讓毒品囚禁你和孩子的

人生」反毒宣導海報乙張，請惠予協助張貼公共場所。
五、彰化縣聾人協會來函，檢送慶祝2010國際身心障礙日，
「第

八屆卦山盃全國手語歌比賽」實施計劃書，惠允協辦贊助經
費。

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1518 次例會通知
1. 時間:99 年 10 月 24 日(星期日) 18：30 用餐聯誼 19：00 開會
2. 地點: 金悅囍宴會館(彰化縣福興鄉龍舟路一號)
3. 節目：鹿港社授證 28 週年紀念慶典暨聯合例會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10/25

一

10/28

四

10/31

日

11/04

四

z

第一分區聯合例會高爾夫球聯誼賽(參加者：BUILDING)
1519 例會
彰化第一分區第四次社秘聯席會議(彰化中區社主辦)
1520 例會；理監事會議

金悅囍宴會館路線圖

國際扶輪 3460 地區
2010-2011 年度總監辦事處

地址：〒51345 埔心鄉柳橋東路 250 號
電話：04-8293553、8291400
傳真：04-8295351
聯絡人：林廷彰先生
E-Mail：ccy5353@kimo.com
Website: www.rotary3460.org.tw

函
發文日期：2010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059號
受文者：地區服務計畫主委 謝明憲 ORTHO
扶輪青少年領袖營RYLA委員會全體委員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親睦主委 蔡敏鋒 CLEAN
地區執行秘書 朱文種 HLUSE

附

件：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

主

旨：召開 RYLA 第三次籌備會議，請出席參加

說

明：一、日期：2010 年 12 月１日(三)15:00-17:00
地點：〒54549 埔里鎮民治一街 1 號
主席：地區服務計畫主委 謝明憲 ORTHO (田中)
主持人：RYLA 主委 張瑞鄉 GRACE (彰化松柏)
RYLA 副主委：周明亞 SERVIE（鹿港東區）
副主委：林嘉雯 ADA（彰化松柏）
營主任：黃傳德 APARTMENT（埔里）
副營主任：林佳慶 SANYO（彰化東區）
節目組：帥祖強 BENZ (台中東興)
王宜姍 CHRISTINE（彰化松柏）
輔導組：郭淑媚 MARYLAND（彰化松柏）
輔導組：劉嘉斌 LAB（台中西北）
住宿組：林武安 ITO（大甲中央）
攝影組：金學宏 RACK（彰化中區）
佈置組：張棟樑 GOLDEN（鹿港東區）
總務組：郭坤發 CONEYER（鹿港）
二、議題
1.工作進度報告及報名學員情況等
2.請參閱第二次會議紀錄（附件）

國 際 扶 輪 3460 地 區

吳 桂 洲
DG WOO SUN

2010-11 年 度

總監

RYLA 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
日

期：2010.10.13（四）16:00-20:00

地

點：彰化市風尚人文咖啡館

參加人員：如簽到表
主

席：RYLA 主委 GRACE

結論與共識：
一、領導統御、領袖特質課程邀請卡內基訓練講師林書弘先生擔任。講綱下次籌備會提
供。
二、才藝表演二階段，請司儀組根據規畫進行，引以鹿港民情歷史為主軸分組表演，以
迄接近農曆新年熱舞節慶表演晚會節目。
三、第二天古蹟參訪 210 分鐘，以安全考量似乎太久，建議縮減。另外增加室內課程由
GRACE 與 SERVICE 溝通。課程表斟酌再調整。
四、西餐禮儀改為「國民生活禮儀」。講師人選聘請社友來擔任，請節目組邀請推薦。
五、「從拜訪古蹟與歷史文化對話」請邀陳仕賢老師主持比較能夠前後連貫。
六、1.請鹿港、鹿港東區扶輪社各推薦 6 名(合計 12 位）學員，並擔任各小隊長，以在
地當主人帶領所屬學員。
2.中隊長 6 位，邀請松柏扶青團員義務擔任，免除夜宿費用。請新世代服務主委
LUCY 擇派。
3.大隊長請輔導組擔任。
4.會計工作由總監辦事處負責。另不設會計組。
七、1. RYLA 活動公文函於 10/8 洲總#055 號函各社、各團及助理總監，今 10/13(三)
早上也面請各助理總監多鼓勵各社增加報名人數，多多益善。
2.參加學員 238 人才能使活動經費平衡。並向總監報告：如人數不足就會虧損，並
設定停損 NTD80,000 為限。
3.各項支出費用再精算。T-SHIRT 以 120 元/件為目標，什項支出(手冊、證書、獎
品、合照、裱褙等初估要 10 萬元，原預算 4 萬元落差大。
八、幹部資料要揭示手冊中。活動副題：鹿港彩虹／榜眼榮典（暫擬）
。
九、各位委員要多鼓勵各社踴躍報名，必要時負責推薦參加學員。
十、下次第三次籌備會議訂於 2010 年 12 月 1 日（三）3:00-5:00PM
營長 黃傳德 APARTMENT 公司〒54549 埔里鎮民治一街 1 號
APOLLO 大飯店舉行 TEL:049-2900555 M:0921-300058

國際扶輪 3460 地區
2010-2011 年度總監辦事處

地址：〒51345 埔心鄉柳橋東路 250 號
電話：04-8293553、8291400
傳真：04-8295351
聯絡人：林廷彰先生
E-Mail：ccy5353@kimo.com
Website: www.rotary3460.org.tw

函
發文日期： 2010 年 10 月 18 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 061號
受文者：各扶輪社
各助理總監、各副秘書長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扶輪基金主委 陳基財 DRFC ARCHI
地區親睦主委 蔡敏鋒 CLEAN
地區執行秘書 朱文種 HOUSE
GSE 委員會
主 旨：請踴躍推薦團體研究交換 GSE 團長、團員候選人
說 明：
一、 依 TRF/RI 規定暨地區行事計畫辦理。
二、 甄選日期：訂於 11 月 13 日(六)9:30AM 起（將通知推薦社轉知依排序前來甄試）
甄選地點：台中市福華 HTL#502 廳（〒40765 台中市安和路 129 號）TEL04-24632323
甄選團長 1 人（必須為社員）團員：4 人（均不限男女）
三、 資格：
A. 團長必須是有經驗的扶輪社員。特別是在國際扶輪方面之經驗，且對地主國語言流利及美
國 6170 地區扶輪的知識豐富。其他請參 TRF 彙編 8.040.7.4 規定。
B.團員：1.必須在公認的事業或專業機構單位，擔任專任的工作三年以上。
2.年齡必須在 25-40 歲之間(1971.3.1-1986.3.31 出生)，以具有領導、彈性
及容忍氣質，促進國際了解目標。
3.應對英文聽、說、讀、寫相當流利。
4.社員的子女不符合本項資格。
5.設籍在本地區（所屬扶輪社）一年以上。
6.具有領導能力、熱誠且團隊分工合作精神者。
四、GSE 團長、團員候選人，請自 RI 網站 www.rotary.org 下載 161EN BIOGRAPHICAL DATA
FORM，填具資料完整，再由推薦扶輪社出具公文附寄總監辦事處，請於 11 月 5 日(五)
前付郵，逾時不受理（以郵戳為憑）。各社推薦最多以 2 人。
五、11/13(六)甄試，請候選人依排訂時間［11/9(二)5:00PM 前通知各推薦社轉知候選人］，
請密切連絡前來參加甄選，逾時以失格棄權論。
六、各候選人請必須自製 POWER POINT 介紹並發表相關演說。每人約 20 分鐘。
七、其他未盡事宜，請與 GSE 主委沈登贊先生 M09335-32323 或總監辦事處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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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桂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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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輪社第 31 屆第四次理事會議紀錄
一、 時間：99 年 10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8：00
二、 地點：本社社館
三、 出席：吳偉立、洪銘辰、廖建洋、鄭榮進、趙志能、林伯龍、林源祥、
金學宏、蔡元森、陳浩正、劉燦霖
四、 列席：
五、 請假：陳乃升
六、 主席：社長 吳偉立
紀錄：執行秘書鄭絜滎
七、 討論提案
1. 案由：各位社友製作名牌事宜案。
議決： 全數通過，改為新製名牌(900 元/個)
2. 案由：11 月 12 日(星期五)彰化縣第一分區聯合例會事宜討論案。
說明：A.本分區聯合例會地點假花壇全國餐廳
B.各社及社友費用分攤：每位社友註冊費 800 元，社友配偶不收取註冊費。
C.晚會表演節目：
議決： 晚會節目部份，委由 HINGE 挑選一首歌，全體上台合唱
3. 案由：辦理年度職業觀摩暨家庭爐邊會談事宜案。
議決：職業觀摩委由 PHONE 行程規劃；第一組爐邊會談委由 IPP. RACK 辦理
4. 案由：辦理年度耶誕女賓夕事宜暨變更第 1527 次例會(12/23)討論案。
12 月 25 日(星期六)
說明：A.時間、地點：
B.統一辦理：依往例社長 4,000、秘書 3,000、理監事 2,000、社友 1,000
C.耶誕小扶輪禮品：
議決：時間訂於 12/25(六)；地點於下周例會提出；禮品部分為準備 10-20 份禮
物當天抽獎。
5. 案由：參加泰國美賽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事宜案。 姐妹社授證日期-12 月 18 日(六)
說明：A.因班機週四、周日有直飛，是否改為 12/16(四)-12/19(日)
B.或維持原訂的 12/17(五)-12/19(日)
議決：先製作表格，徵詢各位社有意見，服從多數決。
6. 案由：本社授證 30 週年授證慶典籌劃事宜案。
說明：A.時間：民國 100 年 1 月 23 日(星期日)下午 5：30 註冊聯誼 6：00 開會
B.地點：桂都國際美食會館
C.邀請參加聯合例會社：
D.統一捐款：社長 30,000 元、理監事 7,200 元、社友 3,600 元
E 有無紀念品：
G 節目、授證特刊製作：
H 接待姐妹社行程規劃：
議決：擬邀請第一分區十社聯合例會；紀念品請各位社友提供意見再決定；
節目、授證特刊製作及接待姐妹社行程規劃下次再行討論。

7. 案由：鹿港扶輪社邀請本社於 10 月 24 日(日)參加授證 28 週年慶典聯合例會假
金悅喜宴會館本社擬變更 10 月 21 日(四)之例會配合案。
議決：全數配合通過
8. 案由：社友慶生暨結婚紀念聯誼分開舉辦相關事項討論案。
議決：慶生活動改為每月份第二週舉辦。
八、 臨時動議：
1. 案由：社友出席 100%獎勵討論案。
議決：準備一份 100 元的禮品。
九、 散會

哈囉！各位社友們大家好：
不知社友們對於社刊的編排有無其他構
想呢？或者也文思泉湧拿起手上的紙筆或 KEY
進電腦中，分享你的喜怒哀樂，或讓大家能因
為您的分享更增廣見聞呢？歡迎來稿唷！
彰化中區社 歡迎您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16 次例會(10.10.07)CASH 社友生活分享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09-10 社秘聯誼會(10.10.08)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台中中區社授證 31 週年慶典(10.10.12)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四)—第 1517 次例會(10.10.14)聞鴻儒 先生蒞社演講

z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五)—CASH 入厝(10.10.16)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總監月報NO.4之RI文告
「南邊的紐奧良」
有許多關於紐奧良的歌曲，由於紐奧良是音樂世界的首都之一，有著豐富的歷史及遺產。
我特別喜歡「南邊的紐奧良」(Way Down Yonder in NewOrleans)這首歌的快樂歌聲，當我們
想到2011 年5 月21-25 日舉行的國際扶輪年會將在那個獨特的城市舉行時，彷彿這首歌的歌
詞就在召喚我們──但是這次紐奧良國際扶輪年會比最近幾年的年會整整提早了一個月舉行。
紐奧良年會將在星期六正式展開，而不是像過去幾年那樣在星期日。友誼之家，我們國際
年會的展覽勝地將在星期六早上開幕，所有年會前會議將在星期六中午結束，讓扶輪社員們及
他們的嘉賓能在星期日全體會議開始之前有更多時間去參觀友誼之家。
另外一個好消息是友誼之家將設在會議中心全體會議廳的隔壁，而且為了使來自全世界各
地的訪客有更多時間進行聯誼及交友，每天開放時間將會延長。它將是扶輪社員們及他們的家
人必到的地方﹗
我們如何才能充分描繪扶輪年會的魅力、活力、及所帶來的激勵？我們的年會幾乎無法描
繪，因為它們有各種不同的吸引力。當我們會見來自全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友時，扶輪聯誼及交
友達到淋漓盡致，而且當扶輪社員結交來自遠方的新朋友時，國際服務也真正提升加強。因此
瞭解及欣賞扶輪年會的最佳方式是出席紐奧良年會的傑出活動。我保證它將是有史以來最棒的
國際扶輪年會之一﹗
請來和我們一起出席紐奧良年會，一起致力於使世界成為更美好的地方。一走在街道上，
你將會聽到紐奧良特有的哼唱聲、打拍子聲、以及節奏。這裡是爵士樂的發祥地﹗如同紐奧良
人所說的，讓歡樂時光再度搖個不停吧。
柯林根史密斯
國際扶輪社長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總監月報NO.4之總監的話

【感恩的心】
踏上奇幻旅程之前，我們穿梭巷弄間，滿心期待與愉悅。感動的故事，從踏上完美的旅程，
蒐集你我之間開始。時序入秋，公訪過半，尊重背後的力量，體驗尤其深刻，真誠相待總有道
不盡的感謝。對土地產生感情，從踏入扶輪這塊沃土開始，唯有不斷重複練習，才能融入角色。
步步紮根的過程，我看見各社的成長、情緒的拔河，這是扶輪樸質之處。公訪的如期進行，我
注視著正面的活力，蒐集著故事，心想，做完這個，還有什麼大家可以一起做。我發現，現實
與夢想並無二致，大家應該當個夢想家，更要成為一個實踐家，相信在孕育著有機創意的扶輪
天地，迎面而來便是成果的相互輝映。
RI社長RAY分享著，南方的紐奧良，是爵士樂發祥地。明年五月的年會，在紐奧良特有的
節奏及哼唱聲中舉行。屆時，會看見來自世界各地的扶輪夥伴齊聚這裡，遠方的朋友都專心著
一件事，提升國際服務並促進扶輪聯誼，這樣的吸引力是無法描繪的。試想，把這樣的畫面拉
回原點，拉回3460地區。在著手於年會籌備之際，我們是否也有個目標？我們的互動是否也可
以發揮得淋漓盡致？它可不可以讓大家帶回一個感動的故事？
感動的故事，從旅行開始。我愛旅行，搭乘破冰船到北極，頓時覺得世界安靜到只剩自己

一個人。我珍惜身上的發生，與自己對話，再度寫一次旅行，也常把這樣的感官經驗帶入扶輪，
希望你們也學會和扶輪對話，「築」著扶輪的夢想。
我相信關於夢想的故事，是由大家的勤樸堅毅織串而成的。我認為，我們不必用獨有的方
式相處，但堅持夢想，不改其志，從一而終，便能「逐」著扶輪的夢想。扶輪是無國界的，很
棒的是，我在大家身上，看見扶輪所留下的滿滿烙印，從社區服務，職業服務，到國際服務。
我要感恩，謝謝大家用心耕耘這塊扶輪沃土，請繼續和我翻土，回歸初衷，繼續蒐集著與扶輪
之間的，感動的故事。
穿梭巷弄間，踏上完美的旅程，直到成就精采絕倫的扶輪人生！

z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 每週扶輪思索7
第七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用來提醒我們大家，扶輪的指導原則是什麼？
自扶輪有史以來，已經發展出幾項基本原則，來指導扶輪社員們達成服務的理想及崇高的
道德標準。
¾ 扶輪宗旨(Object of Rotary)最初制定於1910年，並隨著歷年來扶輪任務的擴大而屢有修
訂。扶輪宗旨為扶輪組織的目的及個別扶輪社員的責任提供了簡明的定義。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第一：藉增廣見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業之價值；及每一
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及服務社會；
第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第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間之
瞭解、親善與和平。
¾ 職業分類原則(Principle of Classification)
職業分類原則能確保每一扶輪社的社員能遍及整個社區的事業及專業人士。在此一制度之
下，每一社員的職業分類是根據其事業或專業類別；同一職業分類的社員人數之限制係依據該
社之規模而定。其結果是專業的多元化，可使扶輪社的社交氣氛更活潑，並提供豐富的專業知
識來執行服務計劃。
根據扶輪宗旨所制定的四大服務是扶輪哲學的基石，扶輪社活動的基礎：
社務服務注重在強化聯誼及確保扶輪社能有效運作。
職業服務鼓勵扶輪社員們透過自己的職業來服務他人，以及實踐崇高的道德標準。
社區服務涵蓋扶輪社為改進本身社區所進行的計劃及活動。
國際服務包含擴大扶輪在全球的人道服務範圍並推廣世界瞭解及和平的各種行動。
¾ 四大考驗(The Four Way Test)
全世界的扶輪社員們應在事業及專業生活上遵行由扶輪前社長赫柏‧ 泰勤Herbert J.
Taylor 在1932年所創訂的四大考驗。四大考驗目前已經被翻譯成100多種語言。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1) 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 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4) 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