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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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六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6 月 16 日星期四 出刊 

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1551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6 月 9日(星期四) 18：30 註冊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歡迎日本橫濱南陵姊妹社社長蒞臨 

4. 請各位社友暨社友夫人準時與會 

節目預定表 

06/09 四 1551 例會;歡迎日本橫濱南陵姊妹社社長蒞臨 

06/20 一  
員林西南社授證假員林大阪城日本料理；17：00 註

冊 17：30 開會 

06/24 五  
彰化東南社授證假古都，17：30 註冊聯誼；18：00

開會 

06/26 日 1552 變更 6/23 配合彰化皇家社授證暨聯合例會 

06/30 四 1553 例會；結婚紀念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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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1551次例會秘書處通訊報告 

一、11-12年度總監辦事處來函，函知RI公布至2011.5.31全

世界各地社員人數及成長排行榜名單。 

二、國際扶輪中華民國總會來函，函知請推派代表參加本會

第10屆第2次會員社代表大會由。 

三、 員林西南社來一邀請卡，邀請6月20日(一)參加授證31週年紀

念慶典假大阪城日本料理餐廳(員林鎮至善街62號；

04-8370866)，時間：17：00註冊聯誼；17：30開會。 

四、消防安全推廣協會來函，函知請配合舉辦，100年度針

對各社團會員宣導一氧化碳中毒、意外事故急救處理、

慢性缺氧症候群衛教安全宣導講習。 

 

＊ 6月20日(一)員林西南社授證假員林大阪城日本

料理，17：00註冊聯誼；17：30開會。 

＊ 6月24日(五)彰化東南社授證假古都美食會館，

17：30註冊聯誼；18：00開會。 

＊ 6月26日(日)彰化皇家社授證假古都美食會館，

17：30註冊聯誼；18：00開會。 

＊ 6月30日(四)溪湖社授證假溪湖明園餐廳，17：30

註冊聯誼；18：00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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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 化 中 區 扶 輪 社 
 ROTARY CLUB OF CHANGHWA CENTRAL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60 

 

A2 15FL, NO. 184, CHUNG-YANG RD, CHANGHWA 50056, TAIWAN R.O.C. 
50056 彰 化 市 中 央 路 184 號 15 樓 A2 TEL:04-7511668 FAX:04-7511669 

彰化中區扶輪社  函 

正本受文者：本社全體社友 

副本受文者：3460 地區總監辦事處 

            莊助理總監仕連 

各友社 

主  旨：函知本社變更例會時間地點事由，請查照。 

說  明： 

一、本社 6 月 16 日(星期四)之例會，已配合彰化南區扶輪社授證二

十八週年紀念慶典暨聯合例會，例會時間、地點變更如下： 

1. 時間：100 年 6 月 4 日，下午 5：30 註冊聯誼；6：00 開會。 

2. 地點：古都美食會館(彰化市中正路二段 605 號，04-7281855) 

二、 本社 6 月 23 日(星期四)之例會，為配合彰化皇家扶輪社授證紀

念慶典暨合例會，例會時間、地點變更如下： 

1. 時間：100 年 6 月 26 日，下午 5：30 註冊聯誼；6：00 開會。 

2. 地點：古都美食會館(彰化市中正路二段 605 號，04-7281855) 

三、 敬請各位社友著正裝準時出席與會。 

   WILLY 

中華民國一百年六月十四日 

彰中扶立字第 10006140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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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2011年6月3日 

發文字號：洲總字第219號 

受文者：彰化中區扶輪社 

副 本：各扶輪社 

        地區秘書長陳界叁 CAKE 

    各助理總監 

    2011-12年度總監 李芳裕 MEDICHEM 

附 件：如文 

主 旨：獲准參加2011-14年度RI準社員試辦計畫 

 

說 明：一、依 RI 秘書長 ED FUTA 布田 2011.6.1(三)10:11:02AM 

            電郵通知辦理。 

    二、該計畫是自 2011.7.1 起至 2014.6.30 止。RI 接到超過 

            1.300 多個扶輪社的申請，但只接受最多 200 個扶輪社 

            的參與。 

    三、首先恭喜 貴社榮膺獲選為試辦扶輪社。 

    四、該試辦計畫的相關規定資訊，請參閱附件（英文本為 

            RI 規定。中文本由彰化中區扶輪社前社長林伯龍  

            DOCTOR 編修。所有規定、敘述以英文本為標準。其他 

            語文為參考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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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訊息通知： 

1. 彰化東南社來一訃聞，曾灶旺DCNNIS之父辭世，於6月28日(星

期二)上午6：10舉行公祭，地點：喪宅(彰化市崙美路450巷10之3

號。 

2. 南興國民小學來一邀請卡，邀請參與第58屆畢業典禮假南興國民

小學活動中心，時間：6月22日(星期三)上午9：00。 

3. 6月24日彰化東南社授證16周年暨交接慶典假古都國際美食會館

舉行，時間：17：30註冊聯誼；18：00開會。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一)—第1549次例會 (11.06.02)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二)— 

       第1550次例會 (11.06.04)配合彰化南區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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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區扶輪生活分享(三)— 

          第 1551 次例會 (11.06.09)-日本橫濱南陵社 社長蒞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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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園地分享站(一)—準社員試辦計畫 

ROTARY INTERNATIONAL 

31 May 2011 

Dear Rotary Club Changhwa Central President and President-Elect,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for being selec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Associate Member 

pilot program beginning 1 July 2011. This is an exciting opportunity for your club to experiment 

with some new approaches, techniques and methods of  operating.    

In support of  the RI Strategic Plan goal to ‘foster club innovation and flexibility’ the Board authorized 

these pilots to evaluate and measure the impact alternative membership types and club operations 

have on member activities and engagement, membership growth and retention, improved 

member diversity, increased community and international service, increased support of  The 

Rotary Foundation, and overall club effectiveness.  

We received over thirteen hundred (1300) applications, with a maximum of  200 clubs being able 

to participate in each pilot. As with all pilot programs, we strive to gain an equitable 

representation from all Rotary countries and geographical regions, and RI’s thirty-four (34) zones.  

Over the next few weeks you will be receiving some additional information for on-going 

processing, data management and reporting requirements. If  you have any specific questions or 

comments please send an email to ripilotprograms@rotary.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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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maintain relevance to prospective as well as current members, it is important that RI continue 

to explore new ways for member engagement and club operations.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you over the next several years as we experiment with some different alternatives. 

Good luck in your efforts over these next few years and thank you for agreeing to be a part of  

this exciting new opportunity.  

Sincerely,    

Ed Futa 

General Secretary, Rotary International 

cc:        RI Director, RI Director-elect 
            District Governor, District Governor-elect 

 扶輪園地分享站(二)—準社員試辦計畫(2) 
國際扶輪 

2011-14 年準社員試辦計畫 
2011-14 Associate Member Pilot Program 

目的 Purpose 
多種扶輪問卷調查及焦點團體的結果一再顯示，潛在社員及現有較年輕扶輪社員

要求扶輪社社員資格能更有彈性。這項前導試辦計畫建構之目的在研究扶輪社員

資格的替代方案與多樣選擇性，以及試辦結果對社員趨勢和扶輪社整體效能所產

生的影響。 
準社員試辦計畫允讓有意成為現職社員的人，在一段指定時間內，認識及熟悉某

一扶輪社、該社社員、節目、計畫、以及扶輪社員資格的期望。 
前提 Premise 
準社員這個類別可增加扶輪社吸引及留住社區內優秀及多類職業人才的能力。它

也讓人得以熟悉扶輪社、該社社員、節目和計畫、以及扶輪社員資格的期望，因

此可對吸收及留住社員的趨勢發揮正面影響並改善扶輪社在社區內整體的效能。 
時程 Timeline 
2011 年 7 月 1 日－2014 年 6 月 30 日 
展現結果及評估標準 Demonstrated Results and Measures 
為了評估本試辦計畫的效果，參加的扶輪社必須展現下列領域的結果： 
增加 

 扶輪社吸收及留住社員人數 
 對扶輪基金會的支持(參加計畫及募款) 
 成功的服務計畫(社區及國際) 
 參與扶輪社活動 

 
改善 

 社員的領導及參與機會 
 扶輪社社員的性別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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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社社員整體的多元化 
降低 扶輪社社員的平均年齡 
為了評估本試辦計畫的效果，扶輪社將必須提供以下資料： 

 表示有興趣及被接受入社的準社員人數。 
 從準社員改變成現職社員的人數。 
 在改變為社員或終止準社員資格之前，當準社員的期間(時段)。 
 改變後退社的人數以及退社的原因。 

計畫考慮事項 Program Considerations 
設立此一社員類別時，扶輪社可考慮實施下列措施： 

1. 核准：對準社員類別有興趣的潛在社員，其入社程序，由扶輪社核准。 

2. 期限：一個人持有準社員資格的期限由扶輪社決定。 

3. 出席：準社員的出席規定，與參加扶輪社主辦之服務計畫及扶輪社社交活動

的規定，均由扶輪社訂定。補出席方式也由扶輪社決定。 

4. 職業分類：準社員將被授與某一特定職業分類。因為準社員並非扶輪社的正

式社員，因此該職業分類不受國際扶輪章程第五章第 2 條(b)訂定之職業分

類規定限制。 

5. 國際扶輪註冊：準社員不列為扶輪社的正式社員。準社員將列為該社的準社

員。 

6. 名牌：名牌上的頭銜名稱由扶輪社決定。 

7. 投票及法定人數：對於一般會議，扶輪社可決定準社員是否能對扶輪事務投

票。因為準社員不是扶輪社的正式社員，不能參與國際扶輪選舉的投票。 

8. 擔任職務：準社員無權持有任何扶輪社職員的職位，但鼓勵他們與扶輪社委

員會一起合作。 

9. 財務義務：準社員可能有以下財務義務： 

(a) 入社費(Initiation fee)：扶輪社如果設立此項費用，金額可自行決定。 
(b) 國際扶輪會費：因為準社員不是扶輪社的正式社員，不必繳交國際扶輪

會費。 
(c) 常年社費：金額由扶輪社決定。 
(d) 餐飲費：金額由扶輪社決定。 
(e)  從準社員身分改變成現職社員：金額由扶輪社決定。 
(f)  捐獻扶輪基金會金額的選擇：金額由扶輪社決定。 

10. 改變身分：準社員身份的時間限制由扶輪社決定。從準社員改變為該扶輪社

的現職社員的費用及程序也由扶輪社決定（如上所述）。請注意：扶輪社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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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社員不得從社員改為準社員。 

11. 社刊及通訊：扶輪社可決定準社員是否可收到該社的每週社刊／通訊及扶輪

社定期連絡資料；強烈建議扶輪社定期與準社員保持聯繫。 

12. 收到《英文扶輪月刊》或扶輪地域雜誌：如果扶輪社決定讓準社員收到相關

的扶輪雜誌，扶輪社應決定此費用是由該社或是由準社員負擔。 

13. 公共責任保險：若可行，準社員在參加任何核准的扶輪社活動或計畫案，將

納入個別扶輪社的責任保險範圍。 

14. 參加青少年活動：準社員必須遵守所有涉及青少年的扶輪社活動的限制、政

策、及程序。 

15. 終止：終止準社員資格的程序由扶輪社決定。 

(原譯本取自 RID 3460 總監辦事處，編修：彰化中區扶輪社 Doctor。2011.06.02.) 

 扶輪園地分享站(三)—每週扶輪思索 37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地區簡易獎助金District Simplified Grants。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一種新的服務哲學—「與社區“一起＂工作」（Work 

“with＂ the community）。 

社區發展的哲學數十年來已有新的改變。過去多年來大家都一直在強調從外

在運用科技來探討問題，解決問題。形成了一種「“替＂社區來工作」（Work

“for＂ the community）的觀念。這種觀念往往會只是提醒了他們自認為是的

社區需要，而不是社區真正的需要。 

因為人們常常會以自己的想像力和杜撰的故事來解釋別人真實的生活。事後

為了保護自己，往往會相信自己所編的故事，更甚者會拒絕接受與故事內容不同

而卻是事實的事。例如：當我們聽到孟加拉的大飢荒時，我們的想像往往從書本

或影視得到的。然而假如你能身臨其境，你必定會覺得那種活生生的飢荒在你周

圍肆虐的情境，和你閱自書本與影視來的飢荒經驗完完全全兩樣。 

因此，今日為了確保實施任何計劃都能確實的成功，觀念上已有很大的改

變。新的觀念是先從需要接受幫助的受惠者，來尋找出他們真正的需求，再把這

些需求訂出優先順序的一種「與社區“一起＂工作」的新觀念。它不但能提供了

社區真正的需求，而且更有效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