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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5 月 4 日第 37 期第 21 卷 

 

※※※第 1912 次例會※※※ 

專題演講 
烏日社劉書宏 Fire 社長 
恒州大砌展業有限公司 
~消防界不能說的秘密~ 

 

 

 

 

 

 

 

 

 

 

 

 

 

 

 

 

  社  長：張志偉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黃英智    新世代主委：陳通敏 

  副社長：黃英智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林進重    節 目 主委：張信賢 

  秘  書：李龍翔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曾杉源    出 席 主委：呂武霖 

  財  務：劉振銘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李彥錫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糾  察：江漢泗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賴輝梧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2019-2020 年度理事~~張志偉.曾杉源.

劉振銘.何森德.江漢泗.張家欣.黃銘松.

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張信賢 

社訓練師:廖至軍  RCC 主委:張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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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20 年 5 月 4 日  第 1912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最近各地惡火頻傳，造成傷亡無數，在這當下特邀請我
同期同學，烏日社現任社長Fire來做專題演講「消防界不能
說的秘密」，除了內容精彩可期，還有友社社長們一同來訪，
讓大里社備感光榮! 

    因今年的母親節慶祝會取消，今天我們提前頒禮金給扶
輪媽媽，這些有媽媽的社友們太幸福了，記得將禮金帶回為
大里社送上祝福!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ARC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 ：西元 2020 年 4 月 28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200428114 號 
正本受文者: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 第12屆RYEMT年會取消辦理繳費與退費辦法 
主        旨 :  RYEMT 第 12 屆年會取消辦理繳費與退費辦法，惠

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因疫情關係，RYEMT 董事會決議，第 12 屆 RYEMT 年會
取消辦理。 

二、 RYEMT 年會已繳費者，將扣除年會衣服費用新台幣參
百元整其餘退費，退費將退到社內帳戶，衣服也會統
一郵寄至社內辦公室。 

三、 RYEMT 年會未繳費者，請於 2020 年 05 月 08 日前將年
會衣服費用 NT$300 匯款至 RYE 專款帳戶帳戶，費用可由派
遣/接待社統一匯款，繳費名單與匯款單 E-mail 回傳至委
員會信箱確認，也請告知衣服郵寄地址，匯款帳戶與名單
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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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
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五、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2019-20 年度 

地區總監  黄進霖 Maclin 

地區 RYE 主委 呂肇傑 Tony 
 
發文日期：西元 2020 年 04 月 29 日 
發文字號：霖總字第 20200429115 號 
受 文 者：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一、地區訓練研習會(DTA)線上研習步驟 

二、地區訓練研習會(DTA)線上研習課程表 
主  旨：函知 2020-21 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DTA)採網路研習方式

辦理，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依據霖總字第20200424113號函辦理。 
二、 鑑於新型冠狀病毒的疫情，為確實維護全體社友健康

安全，地區訓練研習會(DTA)採網路研習方式辦理。 
三、 研習人員:2020-21年度之分區助理總監、各社社長、

秘書、財務、行政管理主委、社員主委、服務計畫主委、
公共形象主委、扶輪基金主委等。 

四、 請於2020年5月30日以前以個人帳號登入My Rotary之
「學習中心」網站，參考(附件一)扶輪學習中心步驟，
依(附件二)指定之課程表進行研讀。研讀完成後請各社
執秘將「完訓認證書」以EMAIL 送本地區總監辦事處備
查(3462dg2021@gmail.com)。 

五、 另，請尚未於My Rotary 登錄帳號之社員，速至My 
Rotary網站登錄帳號。 

六、 如有疑問，請洽2020-21年度總監籌備處，請寄信箱 
3462dg2021@gmail.com 

七、 函請查照。 

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9-20年度 

地 區 總 監  黃進霖 Ma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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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西元 2020 年  5  月 4  日 
發文字號：霖總字第 20200504116 號 
受 文 者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3462地區2020-21地區獎助金申請表 
主  旨：函請各社踴躍提出申請 2020-21 年度地區獎助金，詳如

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一、參照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規範辦理。 
         二、申請地區獎助金資格說明： 

1.申請之扶輪社，必須完成申請認證資格： 
(A)扶輪社長當選人或扶輪社指派的社員必須線上

研習(2020-21 年度)地區獎助金管理研習會
(GMS)，並將學習證書傳至
gms20@rotary3460a.org.tw 或  
gms20@rotary3462.org.tw 

(B)扶輪社社長當選人與社長提名人必須代表扶輪
社與地區簽署(2020-21)扶輪社備忘錄(MOU)，並
將 MOU 傳至 gms20@rotary3460a.org.tw 或 
gms20@rotary3462.org.tw 

2.(2019-20 年度)全社捐贈｢年度基金 Annual Fund｣
達美金 1000 元以上。 

           3.申請計畫社社長當選人及社長提名人或現任社長
必須聯合簽署 MOU，尚未繳交者必須連同地區獎助
金申請表於 2020 年 6 月 30 日以前用掛號以郵戳
為憑寄至 407 台中市西屯區福安 3街 23 之 5 號。 

4.並請用 word 檔上傳地區獎助金申請表至 2020-21
年度總監辦事處籌備處信箱
3462dg2021@gmail.com，切勿用 PDF 檔，以利申請
作業。 

三、如有疑問，請洽2020-21年度總監籌備處，請寄信
箱3462dg2021@gmail.com 

           四、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2019-20 年度 

地區總監  黄進霖 Ma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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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POWER 聯誼主委報告 

※扶輪媽媽名錄： 

劉振銘、何森德、張家欣、李彥錫、呂武霖、黃英智、

張志偉、何昱興、李龍翔、林鴻達、張信賢、林明華、

蔡永裕、邱寶弘。 

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大家好。今年度夏威夷年會取消，將改為網路上的虛擬年

會，於 2020 年 6 月 20-26 日舉行。 2021 台北國際扶輪年會

早鳥註冊日期原來是 2020 年 6 月 6-10 日 5 天，現也同時改

為 2020 年 6 月 20-26 日，多出 2 天，總共 7 天，還是維持

每位社友、寶眷或 31 歲以上的賓客，每位 US$315，扶青團

員及18-30歲的賓客每位US$100，5-18歲的賓客每人US$10。 

本屆敬請要參加年會的社友儘早報名，可以省很多。 

2021 世界年會報名費用： 

2020/6/6 - 6/10 315 美元 

2020/6/10 - 12/15 365 美元 

2020/12/15 - 2021/3/31 440 美元 

2021/4/1 – 2021/6/16 及現場註冊 515 美元 

※團體報名的表單 RI 尚未提供表格，PRID Jackson 已催 RI

儘快提供，往年的團體註冊表格內容大約包含 : 社名、姓

名、Nickname、社友職業、社員 ID.......等，以上資料均

要英文，可請先準備好這這些資料，屆時再貼進表格內。 

※參加年會的社友世界年會委員會有提供免費的捷運卡。 

經籌備理事會決議通過鼓勵社友報名，每位社友報名參加共

同基金補助 2000 元/戶。 

 

※新舊社長暨職員交接旅遊預計，時間-109年 7月5-7日(星

期日~二)花蓮 3日遊行程請參考 



6 
 

 



7 
 

 



8 
 

 



9 
 

SAM 節目主委報告 

※今日主講人:劉書宏 Fire 烏日社社長 

  恒州大砌展業有限公司 

※今日主題 :消防界不能說的秘密 

1.學歷 :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學系 

廈門大學 設計及其理論學系 工學碩士 

2.經歷 : 知名案例 
台北車站消防改善計畫 設計 
台北交九轉運站(京站廣場) 消防設計 
台北市政府轉運站(京站廣場) 消防設計 
台北大橋頭捷運站 消防設計 
台北新店小碧潭站 消防設計 
台北新店慈濟醫院 消防設計 
台中台積電 辦公大樓 消防設計 
台中台積電 p7 晶圓廠動力大樓 消防設計 
台中霧峰亞洲大學附設醫院 工程監造  
台中華邦電子廠房 消防設計 
台中華映 消防設計 
台中慈濟 乳房醫學中心 改善計畫 
3.專業證照 
消防技師 
室內設計師 
公安簽證人 
無障礙簽證人 
建築物外牆簽證人 
品質管理師 
乙級室內配線(水電工) 
職訓局訓練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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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積電台中廠

台中國際機場 泰安休息站

慈濟台中潭子分院 亞洲大學
附屬醫院

台中大遠百
台灣人壽
台中惠國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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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經歷◆
2013年8月 加入烏日扶輪社
2013~2014年度 公關副主委、保羅哈里斯之友副主委、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副主委
2014~2015年度 理事、糾察
2015~2016年度 理事、秘書
2016~2017年度 理事、網路資訊主委、Rcc主委
2017~2018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
2018~2019年度 理事、社務行政主委、兄弟社主委
2019~2020年度 理事、社長

◆地區扶輪經歷◆
2016-2017年度 總監月訊採訪委員、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副

主委
扶輪領導學院30期

2017-2018年度 總監月訊採訪委員
2018-2019年度 總監月訊執行編輯，扶青團副主委

年度 總監月訊執行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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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災開口

面積
用途

救災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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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職業服務 & 扶輪行為準則 
職業服務是扶輪第二項服務途徑。其目的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上推廣
崇高道德標準；認識一切有尊嚴職業之價值以及在各種職業中促進
服務的理想。社員的角色應根據扶輪原則來行事及經營其事業。 
職業服務乃是扶輪促進並支持把服務的理想應用在所有職業的途
徑。 
職業服務的理想： 
(1) 在所有的職業上遵守並促進最高的道德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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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不只限於個人或扶輪社員而
已。 
(3) 貢獻自己的職業成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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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角色是以實例發展有助於社員發揮職業專長的計畫，促進目標的
達成。社員所扮演的角色是依據扶輪揭示的高道德標準原則，配合
扶輪社的推廣，在事業上、專業上身體力行。 
 
扶輪行為準則(Rotary Code of Conduct) 
身為扶輪社員，我將: 

1) 以身作則在所有行為與活動中實踐正直的核心價值。 
2) 利用個人的職業經驗及專才在扶輪提供服務。 
3) 在個人、事業及專業的一切事務遵守道德，以鼓勵並促進崇高

道德標準作為他人典範。 
4) 以公平的態度與他人往來，並且視他們為人類同胞，以應有的

尊敬對待他們。 
5) 促進對所有有益於社會之職業的承認與尊敬。 
6) 貢獻個人的職業專長以: 提供青年人機會，幫助其他人解決特

殊需求，增進個人所在社區的生活品質。 
7) 尊重扶輪及扶輪社友所給予的信賴，不做任何使扶輪及扶輪社

友招致反感或聲譽受損的事。 
 8) 不向社友要求一些一般人在事業或專業上不能獲得的特權或
利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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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成長~送給扶輪未來的禮物 
我們扶輪人應該省思一下我們每個人可以做出怎樣的貢獻，來確保
國際扶輪將來在各地社區及世界上能夠繼續其善舉；除了繼續邀請
新面孔來加入我們服務人類的志業以外，大家想一想我們可以送給
扶輪其他任何更好的禮物。 
由於我們的努力，RI 前社長季愛雅就曾提出的 1996-97 年度社員超
能挑戰 Membership Challenge Plus 進行得相當順利；來自各扶輪社
的報告顯示扶輪社員及新創立的扶輪社數目不斷增加。可是我們必
須記住，我們這裡所提的「超能 Plus」不僅代表更多人加入扶輪社，
同時也代表扶輪社員的品質加分，扶輪社員的心裡更要以扶輪為
念。數年來在扶輪世界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熱誠的扶輪社員一起探
討出各種方法來達成增加社員人數的目標。 
許多獨具創意的構想因此出爐，也確實創造了優異的成果。可是從
討論中也發現一個基本的概念：除非我們時時刻刻想著增加社員這
件事，否則我們經常會忽略掉平日交往的一些適合人士。新社員可
以讓你的服務活動增加活力生機，也許他們會建議一些從來沒人想
過的嶄新理念來提供服務或是像催化劑一般，讓你的扶輪社展開原
先並不受到重視的某些計劃。新社員可能在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
青年服務團、扶輪青少年領袖獎 RYLA、或扶輪青少年交換 RYE 上
點燃新的火花。 
 「對社員成長的看法」匯集一些見解如下： 
1. 可能的社員應該在和扶輪社首次接觸前對扶輪有基本而客觀的
認識。 
2. 扶輪社擁有開放心胸和寬容的社員才具備成功吸引新社員加入
的基礎。 
3. 社員的多樣性加上樂於採納新的開放式活動使得加入扶輪社成
為一件有意思 的事。  
4. 社員發展是每位扶輪社員的義務和特權。 
5. 精采的服務計劃是刺激他人加入扶輪的重要因素。 
6. 扶輪要日益突顯出自己。  
7. 要找尋適當人選，而非找尋符合職業分類的人。 
8. 要讓新社員順利融入組織必須自始就平等對待他們。  
9. 扶輪應該不斷實行並強調一點原則：唯有扶輪知識豐富並奉行扶
輪禮節的社員 才算是真正的社員。  
10. 扶輪社員的家人不應視扶輪為競爭者，而應視其為家庭生活的
寶貴補給品。  
由以上這些精彩的意見，邀請大家推薦一位(或數位)新社員，作為送
給我們扶輪組織未來的一份禮物。盡你的一份力量以行動與憧憬建
造扶輪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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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生會!! 

      社長頒出席百分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