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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7 年 8 月 28 日  第 1772 次 例 會   

CYLINDER 直前社長時間   

     秘書Hero,各位PP、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Kane社長出國，由IPP我來代理主持例會，再次體驗敲鐘的

樂趣。 

 

上星期六「大坑七夕情人橋星光馬」，是大里社路跑活動滿

一周年，社友及夫人們踴躍參與，一路上大家或跑或走，呼

吸急促、小鹿亂撞，為了喚醒逐漸弱化、沈睡已久的肉體，

一步步奮勇向前邁進，透過路跑來和自己身體對話，檢視自

己心肺功能、肌肉、關節強度，我們為生活奮大半輩子，至

今經濟基礎大都穏定，加強維護身體健康是當下最重要的功

課，在社友Food的10年跑100場的號召下，大家堅持「跟」

下去，至今也足足一年了，個人覺得呼吸心跳調整、雙腿肌

力、膝蓋關節略有改善，也感謝Food上星期六用心的接待，

讓我覺得「大坑星光情人橋路跑」是一年來各場路跑中的最

優的（離家近、沒日曬、路況好、氣氛佳、Food家的茶會招

待）。 

其他運動選項：高爾夫球、登山健行、唱歌、氣功、跳舞、

薩克斯風、泳游⋯⋯ 

 

今天藉由主持這次例會，我想闡述一下本社當下面對的要務 

*目前本社缺下年度的社長接任人選：前些日子多人去鼓勵

Shoes來接任，他表示他一旦接任就會好好作，大家也表示

會全力協助，但是在家庭會議中，家人以他健康為由不譲他

接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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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扶輪社社長是個人特殊經歷很值得體驗，但是資歷較

淺社友心有疑慮。 

社長的費用高門檻：餐費不用貴，乾淨衞生即可，儘可能簡

化，可以參考大里國光社。 

社長的事務多門檻：社務運作是依扶輪組織化、多人依職務

分工。 

*缺少新社友的加入：新社友有新的人際脈絡（分區各社總

監公訪都有新社友宣誓入社） 

1.每位社友再次想想自己周遭可能的潛在社友，主動推薦。 

2.創造和當地人脈互動的平台：扶輪之子鄰選活動、藥物濫

用、反毒宣導活動會同各校校長及家長會長系統、參加

RYE(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成立扶少團-----最終需求是吸

引學生背後家長的認同與參與，家長會長是關心學子的熱心

人士，年年都有新生入學，他們的家長都是可能的社友。 

3.走入社區服務互動：三大節走訪育幼院、老人療養機構，

辨理大里地區公益路跑，倘有盈餘支助當地弱勢機構，要在

地區建立公共關係，推銷大里扶輪社，我們缺少常年社區服

務項目。 

各位年輕社友要善用扶輪體系照顧小扶輪的平台（扶少團、

扶青團、RYE)，資深PP們在大里當地的人脈是很有實力的，

請大家集思廣益，共同營造開發潛在社友的平台。 

 

感謝各位社友、夫人們今晚的

出席和蒞臨，也祝大家身體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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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8 月 21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821001 號 
正本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附件一：緬甸-仰光五日義診活動行程及費用 

附件二：信用卡授權書 
主 旨: 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地區國際醫療服務團「緬甸-仰光五
日義診」 服 務，如說明及附件， 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 
一、2017-18年度地區海外國際醫療團「緬甸-仰光五日義診」活動： 
時間：2017 年 12 月 14 日(四)至 12 月 18 日(一)，共五天。 

地點：緬甸仰光地區 
內容： 1.義診項目，含家醫、內、外、兒、婦產、眼、耳鼻喉、 
皮膚、牙科等科別。 

2.孤兒院參訪及捐助與部分貧困、傷殘者福利品發放。 
二、惠請各扶輪社贊助活動費用，每社新台幣 2 萬元：並鼓勵地區各 

扶輪社社友寶眷參加，共襄義舉。 

1、參加資格：社友暨寶眷。參加社友與寶眷，若有醫師或藥師資 

格者，請備妥醫(藥) 師證書與專科證書之影本，送交總監辦事處彙
整，以辦理該國臨時執業許可。 

(參加義診之社友暨寶眷個人之醫(藥) 師證書，最好先備妥衛生署
簽發之英文版證書，以為備用。) 
2、參加費用：團費每人 36500 元。 

3、報名人數：預估 50名，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4、報名截止日期：2017 年 9 月 30 日(六)。 

5、其他未盡事宜事項，將參酌參加社友意見與實際概況，隨時修 

正並通知各相關扶輪社與社友。 
三、煩請參加義診扶輪社於 106 年 09月 30 日(六)前，將贊助款匯入 

2017~18年度總監 辦公室帳戶為禱。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69-10-0017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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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郵寄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樓 電話：
(04)8742992      手機：0905-758108 

傳真：(04)8761465 

E-mail: 3462dg1718@gmail.com 
四、請於匯款完成後，在匯款單上註明扶輪社名後，以 Email附帶 

單據影像檔或傳真告知。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08 月 23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823001 號 

正本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核轉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函請各社填報社員名
錄資料等事宜，如說明，惠請查照。 
說 明: 一. 社團法人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2017.08.22.

台扶網康字第20170822號函，諒敬邀察及。 
二. 上開旨揭係應扶輪領導人及扶輪社友要求，再度展開2017-18
年度社員名錄的出版工作。 

三. 惠請各社配合辦理為禱。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3462 地區各社社長與扶輪先進，您們好： 
台中惠民扶輪社 2017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10 點到下午 4 點，在草悟
廣場舉行"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惠民扶輪社 2017-18 年度扶輪日
愛心園遊會"，敬邀 3462 地區各社推薦社友或廠商參與。園遊會主

旨，讓社會大眾認識 3462 地區內扶輪社，為社區服務些什麼，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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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推薦社友與廠商，並祝社運昌隆。 
誠摯地邀請各位一同參與!!!!謝謝大家 
 

扶輪日愛心園遊會─ 

一、 活動主旨： 
1. 協助各社社長達成今年度 RI 社長獎，共同執行參與『扶輪改善世界』。 
2. 讓各社所輔導的扶青團及扶少團有執行社區服務之機會。 
3. 透過扶輪日的義賣或募款活動，促進友社達成服務計畫與目的─「Show case」。 
4. 增加社員與各界產業商品曝光率，提升企業與扶輪之公益形象。 
5. 達到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創新友誼 愛在扶輪』目的。 
6. 敬邀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各社一起公益與愛心。 
二、 指導單位：3462 地區辦事處 
        主辦單位：3462 地區 台中惠民扶輪社  
        協辦單位:  徵求 3462 地區扶輪社參與 
        贊助廠商：社友及企業攤位 
        執行單位：台中惠民社【攤位籌劃及規範、統籌捐贈費用及捐贈收據】 
        活動地點：草悟廣場 
        活動時間：106 年 11 月 18 日 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 
三、 受益單位： 
1. 國際扶輪根除小兒麻痺基金-30% 
2. 其他 

1) 沐風關懷協會英語教學 
2) 惠民盲校水上芭蕾 
3) 埔里蝴蝶樂團 
4) 台中市活出美好協會幸福村好玩數學 
5) 其他         

四、 經費規劃： 
1. 發起 3462 地區各社共同參與 
2. 邀請各社推薦 1~3 個企業攤位，每攤位認養費用 2 萬元。 
3. 企業可選擇：1.不設立攤位，純贊助。 

                      2.認養攤位，當日營收全數歸企業所有 
五、 園遊會當日活動，執行單位所得扣除軟硬體開銷後，轉捐此次活動之受益單位；

若協辦單位有指定捐款對象作為專款專用，請於申請書備註欄中註明。基於供電線路
與攤位屬性考量，敬請同意由惠民社執行團隊安排各攤位配置位置。 

六、 聯繫窗口： 
台中惠民扶輪社 社長 張薰雅 

          電    話：0937048559 / 04-23760042  
          傳    真：04-23720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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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huimin.rc@gmail.com 
七、費用匯款資料： 
          戶    名：社團法人臺中市惠民扶輪社 
          銀    行：玉山銀行(代碼808) 文心分行 
          帳    號：0141-940-057277 
附件二：攤位申請書(請勾選：□純贊助  □認養攤位) 
 

公司名稱  負責人  
聯絡電話  聯絡人  
聯絡地址  
E-MAIL  
攤位費用 金額：新臺幣二萬元整(計1個攤位) 

販售項目  

捐款收據 
開立資料

抬頭： 
統編：

備註： 

攤商報名注意事項： 
1. 基於供電線路與攤位屬性考量，敬請同意由惠民社執行團隊安排各攤位

配置位置。 
2. 攤商報名時，需填妥①攤商申請書、②園遊會注意事項同意書，若需增

加配備者，請另外填寫攤位需求表。 
3. 完成繳費後；請將繳費收據及上述資料一併Email至惠民社信箱

huimin.rc@gmail.com、或傳真至04-23720187。 
4. 聯絡窗口：台中惠民社社長  張薰雅(Lawyer) 0937048559 

或傳真至：04-23720187。 
5. 匯款帳號---戶    名：社團法人臺中市惠民扶輪社 

     銀    行：玉山銀行 文心分行(銀行代碼808) 
           帳    號：0141-940-057277 

6. 付款期限: 2017/10/15前轉帳。 
7. 如因故不克參與，請於10月31日前通知執行單位(惠民社)，將返還60%

申請費用。11月01日(含)以後通知者，將不退還任何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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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菜單~~~ 
七、八月爐主夫人~~ 

江漢泗夫人:菜脯蛋.地瓜葉 
林諭雍夫人:烤鴨 
洪有益夫人:秋葵.鮮炒竹筍  
黃銘松夫人:鮮炒高麗菜.台灣鯛 
劉振銘夫人:水果-香蕉 
劉  成夫人:木耳蓮子養生湯 
朱田源夫人:竹筍菜捲包 

不分區~~ 
廖至軍夫人:排骨竹筍湯 
張志偉夫人:白飯.雞肉咖哩 
黃英智夫人:綜合壽司 
洪小愛:香菇豆干 

 

PACK 聯誼主委報告 

★恭喜!再恭喜!!TRADE PP及夫人再度＂成公!做嬤!!＂ 

★請家中小扶輪(含孫)今年考上高中.職、大學、研究所等，
將名單遞給執行秘書，於中秋烤肉會中社長將頒發金榜題
名! 
 

MATSU 節目主委報告 

★~~10/16 電影欣賞介紹~~ 

老師你會不會回來 ~~ 
 劇情簡介  

陳大璞導演執導，是元介、夏于喬主

演，改編自「Super、Power 教師全

國首獎雙料得主」──王政忠，真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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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暢銷小說改編的同名電影，不僅要帶領觀眾看到王政忠如何從生活

教育著手，在南投縣中寮鄉的爽文國中反轉偏鄉孩童的教育，也將在

大銀幕上真實重現 1999 年重創台灣南投、震撼全台的 921 大地震。 

 

劇情描述王政忠老師在看到偏鄉教育資源的窘境後，一度想落跑回城

市一圓補教名師的夢，卻因為九二一的一場大地震，讓他下定決心留

在偏鄉翻轉學童們的教育及未來。 

 

目前依舊在爽文國中執教的王政忠老師，是唯一一位榮獲台灣教育界

三項全國首獎，包含 Power 教師全國首獎、Super 教師全國首獎和師

鐸獎全國獎的超級熱血老師。他獨創「MAPS 教學法」來刺激學童的

學習動機，堅守偏鄉教育的崗位近二十年，將親身經歷的故事寫成小

說《老師你會不會回來》並由時報出版發行，2011 年出版至今已經累

印了 2 版 40 刷共 10 萬本的銷售量，小說不僅創下台灣近１０年的銷

售紀錄，也是博客來網絡書店年度暢銷書，同時也被翻譯成韓文版和

簡體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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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專訪~~黃健光 Cylinder 

個人一生平淡，略述如下 

（配合照片）： 

*出身地： 

后里-月眉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廖至軍
秘書：張志偉
節目：陳增松 2017 年 9-10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擔當 
司儀 

附  
記

1773 9/4 一 

專題演講:鄒杰紘老
師 
講題:企業甄選.任
用.管理新思維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朱田源 

1774 9/11 一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人物專
訪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陳錦章 

1775 9/18 一 

專題演講:文心社方
嘉綺社友 
講題:用愛點亮生命.
以熱情擁抱人生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張辛庚 

1776 9/24 
-25 

日 
一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賽暨秋遊 

球場:北海球場10:30開球 
晚宴:北都飯店 

江漢泗 
林進重 

1777 10/1 日 
原 2 日變更與后里兄
弟社舉辦中秋烤肉聯
誼 

時間:上午10:00-14:30 
地點:大木塊休閒農場(台中
市潭子區大富路1段104號) 

黃銘松
何森德 

1778 10/9 一 雙十連休休會   

1779 10/16 一 電影欣賞:老師.你會
不會回來 

時間:另行公佈 
地點:台中站前秀泰影城(中
市東區南京路76號) 

陳增松 

1780 10/20 五 參加姐妹社第1500次
例會 

參加人員 黃健光 

※8月分爐邊:第一組黃銘松、第二組劉振銘.劉  成、第三組朱田源 
※9月分爐邊:第一組陳通敏、第二組宋喜來、第三組陳錦章 
※10月分爐邊:第一組何森德.賴輝梧、第二組呂武霖、第三組趙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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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台糖總務、出納 

母親：裁縫 

*求學 

月眉國小 

明道初中、高中（模範班） 

海洋大學 

*事業 

長榮海運二副 

光男 OEM 經理：美國洛杉磯、法國巴黎、德國慕尼黑參展 Tennis、

Squash rackets 球拍（Prince、Donay、Dunlop、Major....）、網

球 

*三櫻彩藝：製版 

*映相凹版：數位化製版 

*大陸永旺：旺旺合資 

*正捷鍍銅 

*杰昌鍍鉻 

 

人生最輝煌（重要）事跡 

*婚姻：紀麗霞 

*事業：穗榮(馬玉山、Pack plus..)、詠吉(統一、旺旺..）、宏全

（統一、悅氏、可口可樂...） 

*生活：扶輪社-社長、良友、生活休閒、社區服務 

 

★35 屆日本行説明 
35 屆日本行收費方式： 
1.建議用大里社社長廖志軍戶名開立専用新帳戶---- 
社長指示用國際服務主委黄健光(Cylinder)帳戶 
 
2.日本六日自由行費用預計48000元： 
*機票：現金14300刷卡14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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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巴士費用：臺灣機場接送(NT15000)及日本六天的遊覽車費用及
司機飯店、餐費。 
臺灣機場接送(NT15000) 
日本巴士：3年車6天費用607000, 6年車548000 此費用含租車 高速
費用 停車費 司機小費午餐晚餐費 
使用巴士以10小時之內為限 
*飯店住宿費用。 
*中餐、晚餐費用 
*景點、船舶費用 
*保險費：每位團員投保新台幣参佰萬元之意外險含二十萬醫療 
 
3.個人自行刷卡： 
*機票: 現金14300/刷卡14500 
*飯店住宿費用 
 
4.每人匯25000元入大里社國際主委黄健光帳戶。 
 
5.高進：付錢、記帳 
洪文愛：付錢、記帳 
國際主委：核帳 
 
6.領隊高進的費用，由參加人員攤
提。 
 
7.洪文愛的費用由20萬共同基金結餘款支付。 
 
8.每人租用日本專用8日Wifi約400台幣。 
*Line聯絡（臺灣、日本） 
*地圖、景點查詢 
*及時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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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社刊主委報告 

中都唐榮磚窯廠－燒製南臺灣一磚

一瓦的直矗老磚窯 

「打狗山下有大阪商船會社，煉瓦廠甚
大。……鐵道列車，日運磚瓦北上，殆
無虛日，足見煉瓦廠製磚發售，其利甚
大......。」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明治
38 年（1905 年）7 月 
  這是距今一百多前，先人寫下的關於高雄產業歷史的紀錄。
如果你曾經從在愛河南岸的同盟路上經過兩管筆直、高聳的暗紅
色磚造煙囪。那你就曾從這段歷史的邊界擦過，在這塊土地的記
憶上留下一點刻痕。 
  這塊土地現在被稱作「中都」。但一百年前，在《日日新報》
的這篇報導寫就之時，這裡都隸屬於「三塊厝」。與東南側的三鳳
中街、高雄中學周遭算做同一個區塊。遲至 1966 年，磚窯廠的背面
開通了中都街。同年，由建築師蕭佛助設計的中都戲院開幕。「中
都」這個名字才逐漸成為磚窯廠周遭工寮、牛車寮的代稱。 
 
由於曾是三塊厝的一部分，中都一帶的歷史也與三塊厝緊密相連。
《日日新報》提到的日運磚瓦北上的鐵道列車，在幾年後成為了運
量更大的「鳳山支線」的一部分。鳳山支線的起點，就是位在三鳳
中街北邊的三塊厝車站。從這裡分出
去的幾條私營鐵路中，最忙碌的便是
一條通往「鮫島煉瓦工場」的鐵路。 
 
這座磚窯廠隨著所有人的更迭，換過
好幾個不同的名字。在創立者鮫島盛
過世後，它被後宮信太郎買下，成了
「臺灣煉瓦株式會社打狗工場」。臺
灣煉瓦時期的窯廠還曾經扛起了全臺磚瓦產量的 65%。在二戰開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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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的這段黃金時代，南部幾個重要的官方建築，像是打狗英國領
事館、高雄中學、甚至連臺南州廳（今國立臺灣文學館）都能夠見
到臺灣煉瓦製造，刻著〈T.R.〉商標的紅磚。 
因為土壤黏性過高又位於愛河氾濫帶上而鮮有人居的中都，隨著產
業進駐開始有了大量的外來移民。這些外來移民當中，又以隨著
1937 年甫開通的「鳳山丸高雄－馬公」航線，而從澎湖遷入的勞工
佔多數。他們在磚窯西邊搭建起了棲身的工寮，辛勤卻困苦的生活
著。除了澎湖移民之外，亦有從臺南北門一帶遷入的移民。與澎湖
移民不同，這些北門人大多以牛車載運為業，用低廉的價格幫磚窯
廠運送產品。他們在磚窯廠的南面聚集成了自己的小聚落──牛車
寮。 
走進現在的磚窯場，這座產業遺跡仍完整保留了幾座各具特色、
工法精美的窯。雖然仍在持續修復的八卦窯、實驗窯、以及長達
數十公尺的隧道窯還無法開放參觀，但已經修復完成的、為了製
作防火磚而搭建的倒燄窯，多少能讓我們想像當時年產數千萬顆
磚頭、工人在期間奔忙揮汗的場面。 
  可惜當年的工寮、牛車寮、這些勞動者們生活的空間多已拆
除，這裡無從窺見他們生活的痕跡。只剩曾因問事靈驗、能捉妖
治鬼而成為信仰中心的開王殿在礫石地、蔓草邊上沈睡。 
  「來廟裡走走，很好啊。」一位在廟旁做伸展操的阿伯，充
滿朝氣的對我說。 

  開王殿是座小廟，寫著信徒姓名的木片卻掛滿了廟前的一
整片牆。在香火鼎盛的時候，還有遠從日本前來問事的信眾。隨著
信眾流失，這座簡樸自在的小廟顯得有些寂寥。在神像左右共三十
六顆的木刻官將首，頂著金漆褪盡黝黑面龐見證一地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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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發大宏願囉!! 

      自信滿滿堅強的陣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