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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週刊 第 三十一 卷 第二十一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4 月 7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2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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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生活分享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4/14 四 1542 
例會；中壢中區社授證 17：30 註冊聯誼假首華大飯

店舉行 

04/16 六  地區講習會假中山醫學大學 大慶校區 

04/21 四 1543 例會 

04/28 四 1544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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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6 日地區講習會，上午 8：00~8：40 報到、聯誼，請各

位主委準時出席；地點：中山醫學大學 大慶校區。 

參加名單：WILLY、LED、TUBE、HINGE、COPPER、RACK、PHONE、

JIM、CASH。請各組主委準時與會。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2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 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地區講習會」會場停車相關事

宜，請各位社友共乘。 

二、 彰化東區社來函，輔導社特別代表惠賜鴻文函及惠賜墨寶函。 

三、 彰化松柏社來函，10-11年度社、秘聯席會議；時間4月24(日)；

地點：新天地.員林店(員林鎮大同路1段285巷18號；04-8353822) 

四、 彰化東區社來一訃聞，社友吳佳哲TEZU辭世於4月18(一)下午1：

00舉行公祭告別式；地點：喪宅(彰化市崙平南路243號) 

五、 豐原社來一邀請函，敬邀各位社友參加授證50週年慶典；時間：4

月23日(六)16：30音樂饗宴(大台中愛樂管樂團)、17：30註冊聯

誼、18：00開會，請各位社友踴躍報名參加。 

六、 彰化市公所來函，函知檢送「閨中情趣~東方美人香居展」簡章乙份。 

七、 彰化縣聾人協會來函，函知檢送辦理「100年彰化縣身心障礙者端

午佳節活動」實施計畫書，敬請惠予贊助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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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3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4 月 21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社友生活分享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4/23 六  豐原社授證 50 周年紀念慶典假日華金典酒店 13F 金典廳 

04/28 四 1544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 

05/05 四 1545 例會  

05/09 一 1546 變更 5/12 配合彰化東區社授證聯合例會假花壇全國餐廳 

 4 月 23 日豐原社授證 50 週年紀念慶典，時間：16：30 音樂

饗宴(大台中愛樂管樂團)、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歡迎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踴躍前往參加。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3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彰化松柏社來函，10-11年度社、秘聯席會議；時間4月24(日)；

地點：新天地.員林店(員林鎮大同路1段285巷18號；04-8353822)。 

二、彰化松柏社來函，函知變更例會相關通知函。 

三、豐原社來一邀請函，敬邀各位社友參加授證50週年慶典；時

間：4月23日(六)16：30音樂饗宴(大台中愛樂管樂團)、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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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註冊聯誼、18：00開會，請各位社友踴躍報名參加。 

四、員林東北社來一邀請函，敬邀各位社友參加授證4週年慶典；

時間：5月14日(六)17：30註冊聯誼；18：00開會，請各位社

友踴躍參加。 

五、員林中區社來一邀請函，敬邀各位社友參加授證19週年慶典；

時間：5月20日(五)17：30註冊聯誼；18：00開會，請各位社

友踴躍參加。 

六、 財團法人礦工兒子教育基金會活動分享，時間：4月30日

(六)13：00開始；地點：台灣中油大樓國光廳(台北市松仁路3號)。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41 次例會 (11.0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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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中壢中區社授證(11.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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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地區講習會(11.04.16)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每週扶輪思索 26 

第二十六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用來提醒我們大家，國際扶輪業已停止使用傳統之「計

劃」、「重點」、「活動」及「主動計劃」等術語而以什麼定義來取代？ 

國際扶輪理事會注意到傳統使用之「計劃」programs、「重點」emphases、

「活動」activities及「主動計劃」initiatives等詞常造成混淆，因此同意停

止使用這些術語，用以下定義取而代之： 

 建構性計劃Structured Programs，指國際扶輪理事會建議扶輪社及地區採行

之組織性活動，包括理事會建議之架構及指導方針。 

 服務機會選項Menu of Service Opportunities，指扶輪所列出之問題及關心

事項，指扶輪所列出之問題及關心事項，建議扶輪社及地區在一特定時間內運

用這些服務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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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各項計劃及服務機會之目的在於協助扶輪社員滿足自己社區之需求，並

向外協助全世界需要助的人。 

 國際扶輪已認定之建構性計劃Structured Programs： 

扶輪少年服務團/ 扶輪青年服務團/ 扶輪社區服務團(RCC)/ 扶輪聯誼/ 扶

輪友誼交換/ 扶輪義工/ 扶輪青少年交換/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YLA)/ 世界社

區服務(WCS ) 

服務機會選單Menu of Service Opportunities則包括： 

國際扶輪建議正在規劃服務活動的扶輪社考慮這九項主要需求或問題：

hildren at Risk 

 殘障者Disabled Persons 

 保健Health Care 

 國際瞭解及親善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Goodwill 

 識字及數字能力Literacy and Numeracy 

 人口問題Population Issues 

 貧窮及飢餓Poverty and Hunger 

 保護行星地球Preserve Planet Earth 

 都市問題Urban Concerns 

完成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劃原本為服務機會選項之一，但後來單獨列為「國

際扶輪特別計劃」Special Program of RI，且為最優先工作，其重要性超過

其他所有計劃，直到根除小兒痲痺獲得驗證為止。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每週扶輪思索 27 

    第二十七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配合獎助金MatchingGrants。 

從1964年開始，配合獎助金協助各扶輪社及地區與其他國家的扶輪社員合

作，執行世界社區服務人道計劃，以促進達成扶輪基金會的使命，並協助改善落

後國家的生活品質。這是由扶輪基金會提供經費資助各扶輪社及地區的小規模、

單次的人道服務計劃，但所 

有獎勵之計劃必須有扶輪社員積極的親身參與，尤其重視在完成之後能自給自足

持續下去之計劃。扶輪基金會對於扶輪社及地區經費提供了一比一比例的對等經

費，最高獎助金可達美金伍萬元。這些獎助金可支援無法獲得其他基金會或國際

扶輪計劃支援的計劃。 

獎助金應該被考慮為扶輪社，地區的世界社區服務的一種工具，但不是唯一

的方法。鼓勵沒有國際接觸的扶輪社或地區例用扶輪的世界社區服務計劃交換

754─EN），以瞭解有哪些計劃 

需要支援。挑選出特定的計劃之後，贊助者可以申請配合獎助金來增加經費。 

配合獎助金提供了配合款項給扶輪社及地區的國際服務計畫。由奈及利亞

9110地區與北卡羅來納州Mount Airy扶輪社一起贊助一項獎助金提供水、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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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藥物、衛浴、及農業用具給一個非洲痲瘋病人隔離區。超過一千人從這項

計畫中獲益。扶輪社員贊助這項計畫的設計、監督、以及保持計畫進度在目標內，

並獲得當地和國際的重視。結果因為這項計畫，這經過許多年被人忽略的痲瘋病

人隔離區將有能力取得基本舒適生活環境，而住在那痲瘋病人隔離區的人們也已

經找回尊嚴。 

難道你不想去感受因你的努力而為某人的生命帶回了尊嚴嗎？ 

獎助金將頒予各種不同計劃，例如： 

 小兒麻麻痺相關計劃 

 教育及職業訓練 

 社區服務 

 殘障協助計劃 

 愛滋病相關計劃 

 醫療照顧及設備 

 水資源計劃 

 農業計劃 

我們應記住的重點便是─配合獎助金是讓扶輪社員用來完成其國際人道服

務的一項工具。而每一項計劃更是代表不同國籍的各扶輪社員間的一種夥伴關係

─就是一種以服務之理想Ideal of Service 為目標的夥伴關係。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總監月報 NO.9 之 RI 文告 

保持簡單 

我在1961年加入扶輪時，經常聽到扶輪領導人說「使扶輪保持簡單」。事實

上，這句話還是1956 - 57年度國際扶輪主題的一部份！然而，過去50年來，隨

著扶輪社員人數及計畫數目日益增多之際，要保持簡單變得愈來愈困難。 

經修正過的2010-13國際扶輪策略計畫是個令人耳目一新的簡單方法，可使

扶輪在未來依然能保持強壯及活力。這項計畫的3個優先事項都是清楚簡短的敘

述，要我們(1)支持及強化我們的扶輪社；(2)焦點置於及增加我們的人道服務；

以及(3)提升我們的公共形象與對扶輪的認識。 

這是一項真實的策略計畫，因為3個優先事項的每一項都有一份可衡量的目

標清單，還有一份追蹤所有目標進度的計分表。我們目前正在重新調整國際扶輪

的預算來因應這些新的優先事項，也正努力在國際扶輪所有活動中均衡達成這些

優先事項。即使在紐奧良舉行的2011年國際扶輪年會的分組會議，也會在這3項

優先事項之間均衡分配。這項有簡單說明的優先事項的新策略計畫絕對不會只是

擺在辦公室架上積灰塵而已。 

請注意這3項優先事項彼此相互依賴。我們多年來已經瞭解到沒有強健的扶

輪社，扶輪就無法提供優良可堪模範的服務計畫，沒有有意義的重要服務計畫，

扶輪社就無法吸收及留住優質社員。第3項優先事項則指出在現代世界裡，扶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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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我們的社區、夥伴組織、有時候還要有政府的支持，才能辦理較大型的服務

計畫，也才能建立更強健的扶輪社。 

因為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扶輪此刻正站在世界的舞台。可是我們仍然

是一個植根於基層的組織，我們的力量仰賴我們扶輪社的健全。策略計畫的3個

優先事項提醒我們，扶輪的成功建立在一個簡單的公式之上- -強健的扶輪社、

優質的服務計畫、再加上良好的公共形象。由於保羅．哈理斯以及其他扶輪先鋒

的努力，這個簡單的公式產生了豐碩的結果--以及一個更美好的世界！ 

 扶輪園地分享站(四)—總監月報 NO.9 之總監的話 

 【出走特輯，「義」不容辭】 

元宵節的天燈，不曉得承載了多少人的願望，飛向天際。朵朵天燈滿天飛，

心中的夢想也跟著起飛，眾人當下的知足，為萬事祈了福，這是一個簡單的開始。

天燈下的每個人，為每件事集氣，更是體會到知福、惜福、再造福的真諦。 

造福的故事，從一月十二日飛機起飛說起。WOO SUN偕同內人，與醫師及社

友寶眷們飛往馬來西亞進行國際醫療義診，豐收與成長是我們許下的願望。回歸

扶輪服務的初衷，義診成行，不但讓人道服務焦點更具體、鞏固了國際夥伴情誼，

更提升了扶輪形象和認識，與RI社長RAY所述的三個優先事項不謀而合。 

義診當天，醫師們披星戴月、氣勢煥發，滿足了殷切寄望的吉隆坡沙登居民，

專業奉獻在異鄉成就了自己，不僅在台灣發亮，光芒更長射於海外。探訪慈愛福

利中心，孩子們友善地對人笑，無意間透露著「進來看看沒關係」。馬來人、印

度人、華人一塊玩樂長大，在這小小國際村裡說著一口流利的華語，萍水相逢對

他們而言或許是家常飯，對我們來說，張張臉孔都歡迎下次再光臨。 

老宅蘊古風，我們在馬六甲遇見了歷史，小鎮容顏訴說著東方的熟悉和文化

的演繹；波德森的靜謐，讓人沉澱了思緒也思念了家鄉；吉隆坡的街景，帶著多

元的族群的勢力，卻揉合了原始與現代。在三大民族國度的馬來西亞，我們學會

了團隊合作，更重要的是，什麼是「專業的助人」。陽光普照下，椰汁沁涼消暑，

讓人記憶猶新。這是簡單的開始，留給扶輪的卻是美麗的回憶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