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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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六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1 月 27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31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1 月 20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 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慶生暨結婚紀念聯誼及授證工作準備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1/20 四 1531 例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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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 四  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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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壽星： 

林伯龍 Doctor (1/09) 
吳偉立 Willy (1/30) 

 1 月結婚紀念伉儷： 
金學宏 RACK (1/07) 
蔡元森 HINGE (1/11) 
趙志能 JIM (1/14) 
吳偉立 WILLY (1/26) 

 12 月 100%出席社友： 
WILLY、PHONE、DOCTOR、HINGE、COPPER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31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 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轉達國際扶輪RI同意地區敦

請洪博彥前總監繼任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職務。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RYLA活動相關事宜。 

三、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請出席地區訓練會議

「助理總監暨地區團隊研習會(DTTS)」。 

四、國際扶輪中華民國總會來函，函知辦事處變更新

址。 

五、高雄中區社來一訃聞，社友王榮德 GIORY之母辭

世，於100年1月29日(星期六)下午1：30假六合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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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老教會(六合路121號/建國國小斜對面)舉行告別禮拜。 

六、彰化市公所來函，函知檢送「金兔報瓶安~台灣花器

藝術展」簡章乙份。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32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1 月 23 日(星期日) 17：30 註冊聯誼 18：00 開會 

2. 地點:桂都國際美食會館  

3. 節目：授證 30 週年紀念慶典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於 4：30 準時抵達會場接待貴賓。 

節目預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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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0 四 1533 例會 

02/12 六  10-11 年度社秘喝春酒，邀請社長賢伉儷、祕書賢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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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1月1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128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地區扶輪基金主委 洪博彥前總監 PDG PAUL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 旨：轉達國際扶輪RI同意地區敦請 洪博彥 前總監繼任地區扶輪 

基金委員會主委職務 

 

說 明：一、依2011.1.14 (五) 12:30 NOON RRFC受RI傳達電話告知 

 旨揭資訊。 

     二、即日起凡有關地區扶輪基金事項及文書簽署，請先逕送 

 會DRFC PDG PAUL辦理為禱。 

電話: 04-2251-1601    傳真: 04-2255-5570  

手機: 0910-500-566 

E-MAIL: paul.d3460@msa.hinet.net 

     三、同時感謝PDG PAUL為地區扶輪基金肩負重責大任的努 

 力，給予支持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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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1月17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130號 

 

受文者：各扶輪社 

    參加RYLA之學員暨家長、照護人 

 

副 本：地區秘書長 陳界叁 CAKE 

    地區服務計畫主委 謝明憲 ORTHO 

    RYLA委員會 

     

附 件：如文 

 

主 旨：通知2011.1.29(六)/30(日)扶輪青少年領袖營RYLA活動相關 

事宜，請查照辦理。 

說 明：一、依地區服務計畫及RYLA行事計畫辦理。 

     二、相關事項（詳如附件）：請事先詳閱，如有不明瞭或疑 

 問，請隨時與RYLA主委聯繫(O)04-7525377   

  (M)0912-945599。 

     三、感謝大家的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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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0-11 年度           健康‧活力 頌扶輪  
總監當選人辦事處 

 
函 

 

 

發文日期：2011 年 1 月 12 日 

發文字號：裕籌字第 001 號 

 

受文者：2011-12 年度地區訓練會議引導人 
副 本：2011-12年度地區總監團隊等8人 
 

主 旨：函請踴躍報名地區訓練會議『引導人研習會』。 

 

說 明： 

1. 2010-11 年度總監當選人辦事處謹訂於 2011 年 2 月 26 日

（星期六）上午 8：30，假西湖渡假村舉辦『引導人研習

會』， 敬請 各位踴躍報名參加。 

2. 隨函檢附『引導人研習會』邀請函、出席調查回條、西湖

渡假村交通示意圖及議程表。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0-11 年度總監當選人 

李芳裕 Medichem 

地址：437 台中市大甲區興安路 138 號之 192  E-mail：d3460.2011-12@bio-xlab.com 

電話：04-26760102#205 傳真：04-26765912   聯絡人：余佳欣 



 

 7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30 次例會(11.01.13)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第 1531 次例會(11.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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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每週扶輪思索 19 

第十九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永久基金Permanent Fund支持扶輪基金會的許多方

法之ㄧ，是把你的遺產計劃納入其中，許多其他扶輪社員已經是如此，這使得我

們永久基金能夠成長並為基金會計劃提供長期穩定性。 

於1917年構思我們基金會想法的阿奇‧柯藍夫談到它最好：〝我們應該看待

基金會不僅僅只是今天或明天的事，而是要在它未來許多年及許多世代方面來思

考。扶輪是一個好幾世紀的運動。〞“We should look at the Foundation as being 

not something of today or tomorrow, but think of it in terms of the years 

and generations to come. Rotary is a movement for the centuries.＂  

因此為保證永久基金及其各項計劃能長期正常營運。永久基金是一種捐助基

金（endowed fund），個人之捐獻將永遠不會動用。僅以其盈利可使永久基金擴

大現有計劃及資助新的人道、文化、及 

教育計劃。其他資訊， 包括如何捐獻， 請上網www.eotary.org查詢。 

我們之所以投資時間、才能、與財務資源，那是為了我們的孩童及後代而要

去創造出一個更安全和更健康的世界。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 —每週扶輪思索 20 

第二十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用來提醒我們大家，什麼是職業服務Vocational 

Service。 

「職業」Vocation一詞係指一般人「通常之雇用或受雇，一般職業、事業之

經營，或專業等」扶輪所謂「職業服務」Vocational Service，含有廣泛的意義，

在此，扶輪所稱之「服務」“service＂，不僅限於一般商業或職業經營上，有

關產品之銷售或工作之達成，也包含對於受服務者之需要及其處境之考慮，並不

斷地奉行為他人設想的原則。 

扶輪宗旨特別用以下文字強調職業服務之內涵：「在於鼓勵與培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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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每一扶輪

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如果您有機會協助減少失業，振興當地經濟，或給予年輕人一些啟發，使他

們踏入能夠成功、更有成果的事業—同時又能應用及發展您自己的職業技能—您

會不會逮住此一大好機會？作為具有服務理想並受其鼓舞的扶輪社員，您有能力

透過職業服務在您的社區實現有意義、正面的改革。 

根據聯合國統計數字，我們目前這個時代，年齡適合工作的人，每十個人就

有一個找不到薪資尚可的工作。在學校裡，許多年輕人不瞭解教育對他們將來在

工作上的表現會有什麼影響。您的職業服務工作將在改進社區裡那些工作勤奮的

人的生活品質方面，扮演重要的角色，因為他們需要您來指引方向及提供專業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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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藉由參與任何一項職業服務活動，例如擔任良師益友mentoring、就業輔導

日career days、職業獎vocational awards、事業協助business assistance、

甚或只是在例會介紹您所從事的工作，您可以將自己的經驗轉變成對其他人很有

價值的資源。 

至於扶輪的職業服務聲明Statement on Vocational Service如下： 

職業服務乃是扶輪促進並支持把服務的理想the ideal of service實踐在所

有職業。職業服務的理想the Vocational Service ideal為： 

1) 在所有職業上遵守並並促進最高的道德標準the highest ethical 

standards，包括對雇主、雇員、同事的忠誠，及用正當的態度對待他們及競爭

者、大眾、以及所有在事業上及專業上相來往的人； 

2) 認識一切有益於社會的職業之價值，不只限於個人或扶輪社員的而已； 

3) 貢獻自己的職業造詣以解決問題並滿足社會需求。 

職業服務不但是扶輪社的責任，也是每個社員的責任。扶輪社扮演的角色是

不斷地示範、採取行動、實例、以及實施有助於社員發揮職業專長的計劃，來實

踐並促進目標的達成。社員所扮演的角色是依據扶輪揭示的原則以及配合扶輪社

的計劃，在自己身上、事業上、專業上身體力行。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台灣的鬱金香園 

看起來很像瑞士的農莊 ,在新竹縣五峰鄉 ,距新竹約 80 分鐘車程的

山上人家,草皮可供孩子玩耍 , 可以看山看雲海 ,背後還有一座 1579M 的

鵝公髻山 ,種滿了杉木 ,空氣非常的好 ,值得一遊 ! 

佔地比三陜ㄉ "紫薇森林 "還大還舒服 , 如果有空可以帶 1 家老小

花 1天ㄉ時間去走走看看 ,想住宿者他們也有民宿可以住 ! 但要帶件薄外

套以免山上寒冷 . 建議早一點到比較不會困擾 ( 上山因為車會倒退下滑 ,

感覺比較 危險 ,下山只要踩煞 車, 就比較沒問題 ). 

開放時間是早上 9:30~ 晚上 6:00.假日去ㄉ話用餐跟喝咖啡是分開地

方ㄉ .( 餐點費用 320~350 元含咖啡飲料等 ) 前往山上人家交通及路線 

說明：  

東西向快速道路 (省 68) 往竹東方向,下快速道路右轉，經竹東榮民醫

院後左轉進入台 122 縣道,到 35.5 或 42.3 右轉依山上人家指標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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