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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6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5 月 9日(星期一) 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2. 地點:花壇全國餐廳 

3. 節目：彰化東區社授證 13 週年慶典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5/09 一 1546 配合彰化東區社授證變更 5/12 例會時間、地點假花壇全國餐廳 

05/13 五  第 31、32 屆理監事聯席會議假清新溫泉度假飯店 

05/14   員林東北社授證假侑園餐廳 

05/19 四 1547 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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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47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5 月 19 日(星期四) 18：30 註冊聯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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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19 四 1547 例會 

05/21 六  第二組家庭懇談會假月光山舍 

05/26 四 1548 例會 

06/02 四 1549 例會；第 31、32 屆理監事聯席會議 

 

近期彰化縣第一、第二分區活動預告： 
1.5 月 20 日(五)員林中區社授證假侑機會宴會廣場 17：30 

註冊聯誼；18：00 開會。 
2.5 月 25 日(三)田中社授證假北斗紅蟳餐廳 17：30 註冊聯 

誼；18：00 開會。 
3.5 月 28 日(六)花蓮中區社授證假墾丁福華渡假飯店 18： 

00 註冊聯誼；18：30 開會。 
4.5月29日(日)彰化縣第一分區社秘會議假鹿港海味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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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47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彰化南區社來函，函知授證保齡球賽聯誼邀請通知，時間：

5月28日(六)14：00報到、14：30開賽；地點：彰化保齡球

館；費用：300元。 

二、鹿港東區社來函，函知10-11年度第11次社、秘聯席會議時

間：5月29(日)下午6：00開會；地點：海味珍活海鮮。 

三、東區社來一訃聞，社友李孟峰P.L.C社友之父仙逝，於5月

27日(星期五)上午8時舉行公祭假喪宅(彰化市向陽街99巷

14弄13號)。 

四、田中社來一邀請卡，邀清參加授證28週年慶典，時間：5月

25日(三)17：30註冊聯誼、18：00開會假北斗鎮紅蟳餐廳。 

五、國際扶輪中華民國總會來函，函知請推派代表參加第10屆

第2次會員社代表大會由。 

六、台中北屯社來函，函知敬邀各社社友及寶眷踴躍參加聯合

社區服務-紫斑蝶生態保育活動「戀戀紫斑蝶」。 

七、財團法人伊甸社會福利基金會來函，函請贊助「讓愛

papago-台中市身心障礙者烘焙庇護工場接送車」活動，懇

請惠予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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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 1545 次例會 (11.05.05)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 

配合彰化東區社授證聯合例會-第 1546 次例會(11.0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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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第 31、32 屆理監事聯席會議(1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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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日本姐妹社相關報導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每週扶輪思索 31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年度計劃基金以及努力獲得〝每位扶輪社員，每年

Every Rotarian, Every Year〞的支持。 

年度計劃基金是不受限制的去支持扶輪基金會計劃的主要來源，它資助著七

大洲168 個國家的計劃，計畫涵蓋從在非洲為村莊挖掘乾淨飲用水井到於拉丁美

洲向兒童教導基本識字技能。在每天的任何時間裡，有數以千計的扶輪社員義務

捐出他們的時間與專業，以確保所有對年度計劃基金的捐獻是被有智慧地用在優

質的扶輪計畫上。假使〝每位扶輪社員，每年〞對年度計劃基金作一次捐贈，我

們將能夠繼續進行我們扶輪基金會的偉大工作。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 32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扶輪歷史Rotary History的重要性？ 

自古以來以英美為主體的英格羅薩克遜民族對事物的想法是用〝歸納的方

式〞，那就是將許多事實的累積做出一個方向或型體。與此相反的思維方式，就

是以德國為主體的日爾曼民族所用〝演繹的方式〞，他們則是依原理、原則或哲

學來定出方向而成立體系。 

前者是種實用主義，也就是種實行主義的思想。而我們的扶輪因係在美國發

跡立足，故其宗旨、章程及細則自然都會是以英美為主體的英格羅薩克遜民族對 

事物的想法去思維、去推動，也就是用〝歸納的方式〞─以扶輪各種事實之

累積為先行，若遇事必須加以修改時則以扶輪全體的總意來進行。每隔三年召開

之立法會議的實體就是個極佳的證明。因之，無論扶輪之宗旨、章程及細則，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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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都是經此種〝歸納的方式〞過程而成立。是故，要去瞭悉扶輪運動就要從扶

輪之前的產生至今的整個發展過程，就是所謂的扶輪歷史開始著手起，並成為

你、我、我們扶輪人當前非常重要的課題。概言而論，身為現今的扶輪人若不懂

扶輪歷史就無法瞭解與把握這一種用〝歸納的方式〞而產生的今日扶輪運動之實

體，更遑論去探討扶輪運動未來發展的方向與型體。 

 扶輪園地分享站(四)—每週扶輪思索 33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國際扶輪基金會簡史。 

全世界的扶輪社員都知道保羅‧哈理斯是國際扶輪創始人的名字。人們就比

較少聽說過，至於對於扶輪社員來講，阿奇‧柯藍夫 Arch C.Klumph這個名字。 

他也是國際扶輪早期的社長之一，國際扶輪第六任，1916-17年度的社長。

他曾向1917年美國喬治亞州亞特蘭大國際年會提出成立「扶輪捐獻基金…在全世

界行善，以促進慈善、教育以及社會其他方面的進步。」 

這個提案很成功，在收到第一筆由美國密蘇里州坎薩斯扶輪社所捐的26.5

美元捐款之後，基金就正式成立。這筆捐款成了1918年在該城市舉辦的國際年會

之後的基金餘額。在這筆捐款的帶頭之下，扶輪基金已經成長為擁有數千萬美元

的慈善基金。國際扶輪及扶輪基金會歷史上的重要里程碑如下: 

1905 保羅．哈里斯與幾位友人成立了國際扶輪 

1917 阿奇．柯藍夫扶輪創始人之一及第六任社長，提議成立一項捐獻基金。

1928 基金成長到$5,739美元，正式取得法律地位，並改名為扶輪基金會

（TRF）;任命5位基金保管委員「保留、投資、管理及照料」所有資產，

並且在國際扶輪理事會同意之下，「以單一信託的形式擴大資產的收

入，以促成國際扶輪的目的。」 

1929 美國股市崩盤，導致大蕭條的來臨以及扶輪基金會的困境 

1930 扶輪基金會第一筆獎助金500元頒發給國際殘障兒童學會。 

1939-45 世界大戰阻礙扶輪基金會的發展。 

1947 保羅．哈里斯去世。他要求所有紀念捐款都捐給當時一息尚存的扶輪基

金會。捐款如洪水般湧入，到了1948年，已經超過1百萬美元，將近過

去30年的兩倍。 

1947-48 基金會的第一個教育計劃成立，國際研究獎學金旨在加強世界瞭解與和

平，現在稱為扶輪大使獎學金。 

1956 地區總監開始任命扶輪基金會委員會協助推廣扶輪基金會目標並負責

與國際扶輪秘書處之間的聯絡的工作。 

1954-55 每年捐給基金會的捐款超過50萬美元。 

1957 保羅．哈里斯表彰開始，捐款者必須捐獻至少1,000美元才有資格。 

1964-65 基金保管委員會委員名額從5人增加到11人，其中只有6人須為前社長;

在此之前，全部5人都須為前社長。每年超過一佰萬美元捐至基金會。

配合獎助金開始時稱為配合扶輪基金會目標活動獎助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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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66 團體研究交換開始成長非常迅速，是增進國際瞭解的有效途徑。 

1978 成立保健、防飢及人道(3-H)，計劃以協助改善保健、減輕飢餓，並強

化人道及社會發展。 

1979 基金保管委員會通過以760,000美元的獎助金協助菲律賓的小兒麻痺五

年免疫計劃，因為菲律賓每年都有小兒麻痺流行發生。3-H計劃誕生了

扶輪義工獎助金;剛開始是由醫療及牙科專業人士免費在東南亞的難民

營服務，後來擴大到其他許多專業領域。 

1981 基金保管委員的名額增加到13名，扶輪社的六個地域都有代表參與。 

1984-85 每年基金會的捐款達到2,400萬美元。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正式成

為基金會一個獨立的計劃。 

1985 RI理事會通過在開發中國家為5億兒童做免疫，以對抗小兒麻痺，期望

西元2000元能根除小兒麻痺，2005年扶輪一百周年時正式驗證。 

1990 卡爾‧米勒發現獎助金開始，補助扶輪社及地區代表調查及規劃國際服

務活動所花費的旅費及相關支出。 

1994-95 基金會捐款達到6,170萬美元。 

1995 保羅‧哈里斯之友達到50萬位。 

1996 基金會捐獻人達到一佰萬位。 

1996-97 輔助獎助金開始，提供一種工具給各扶輪社及地區在非扶輪國家進行國

際人道服務計劃。 

1997-98 基金會教育計劃成立50週年紀念。 

 
 

 扶輪園地分享站(五)—總監月報 NO.11 之 RI 文告 

展示及分享 

我的妻子茱蒂Judie曾擔任幼稚園老師多年，她經常告訴我有關她的「展示及分

享」經驗，她讓每個學生帶一樣最喜歡的物品到學校- -例如寵物或玩具--並向

其他孩子介紹。在孩子了解他們同學心愛的東西時，總會有一種驚喜感。 

扶輪社員在了解其他扶輪社所推行的驚人服務計畫時，也經常會有同樣驚喜的感

覺。事實上，我們33,000多個扶輪社推行的服務計畫，數量多到不可能有人可以

全盤了解。除了主辦扶輪社之外，許多計畫都往往不為他人所知，可是這些扶輪

計畫顯然讓世界變得更好。 

很遺憾我們無法舉辦一個巨大的「展示及分享」活動，讓每個扶輪社都可以告訴

世人他們所做的事。我們成長增大，大到甚至無法把我們無數服務計畫的消息與

其他扶輪社分享。然而，國際年會提供一個機會讓扶輪社、地區、及多地區組織

可以用有效的方式來展示他們的計畫，而這個月在紐奧良的國際扶輪年會將會在

友誼之家展出許多傑出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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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奧良年會將會是一項極佳的扶輪盛會，我鼓勵所有註冊者儘可能多在友誼之家

認識來自世界各地的新朋友，參觀扶輪計畫的展覽，並欣賞兩個舞台的精彩表

演。至於那些只能出席一天的人，只要花美金40元購買新的「星期六通行券」，

便可體驗友誼之家！ 

這次年會也給我個人一個「展示及分享」的機會。我可以展示會議中心裡一根柱

子的基座給大家看，這是一根支撐橫越密西西比河大型公路橋樑的柱子。50年

前，我以扶輪獎學金學生的身分，搭乘萊克斯航線貨輪前往開普敦大學時也曾經

過這座橋樑下方。我很樂意告訴大家，那是一個持續一輩子的扶輪之旅！ 

 扶輪園地分享站(六)—總監月報 NO.11 之總監的話 

 【複製經驗，創造驚豔】 

春分的午後下起了大雨，雨絲瞬間把草坪打醒，空氣中參伴著潮濕和泥土

味，那一刻的時間是靜止的，而扶輪情感卻在內心流竄著。遠遠近近的歲月，光

榮如展示，雀躍如分享，十個月以來，我們尋著扶輪創意寶塊，穿越了說故事的

另一扇窗。 

心境的轉變，所望所觸，皆與過往截然不同。深度造訪這寶塊，每個扶輪人

盡是滿腹情懷，每個扶輪社更是刻劃著手中創造的故事，心理漣漪出難以忘懷的

扶輪樣貌，打造出情感交織的心靈角落。然而，我們無法一次走遍所有的創意角

落，所幸各社授證提供了一個展演創意的場域，包括台中南區社中日美展頒獎典

禮、彰化西北等社聯合捐贈脊隨損傷協會康復巴士，以及豐原富春社於葫蘆墩公

園種植櫻花林等，我們從這個平台，尋找扶輪「心」點子，澎湃的創意也讓扶輪

智慧在國際舞台上大放異彩。 

創造的扶輪城國，眼前的成果，深根於心的是「這裡的人，這裡的事」。14

個分區，92個社，3700位社友，從昔日努力的軌跡，到今日創意的源頭，醞釀發

酵了原始樣貌與質樸，讓每一次的到訪總有新鮮事。大里中興社行動圖書車捐

贈、台中台美社送愛心到家扶中心、台中中區/西區社中日學童繪畫比賽等各社

社區活動的展現，一再凸顯出扶輪生活的嚮往與期盼，一磚一瓦的描繪呈現，訴

說著終是扶輪衷心。 

一群人，奉獻，就是扶輪。看似簡單，卻承載著熱忱氛圍的空間，亦是多角

文化的啟蒙與縮影。腳踏實地體驗甘苦後，我們學到了活的知識，因而讓自己的

扶輪生涯變得有故事性。帶著扶輪知識，以「打造社區、連結世界」為主軸，發

枝散葉，沉澱出美輪美奐的扶輪風華，不論台中北屯社的紫斑蝶復育文化，或者

台中西南社的高接梨技術，都召喚了許多耐人尋味的特色。 

十個月以來，我們改造了社區，社區也創造了我們。我們矢志繼續努力，複

製經驗，創造驚豔，甚至另闢蹊徑，走出自己的扶輪路。任內行腳走遍了92社公

訪與授證，這樣的壯舉確實不容易，各位集氣的力量，讓我知福惜福，更讓我學

習如何讓扶輪映像永續，如同RI社長RAY的經驗，創造一輩子的扶輪之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