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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九日第

1336 次例會，邀請台灣世

界展望會王偉華會長做「生命值

得豐盛」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往後

還有三次例會，本屆團隊仍不鬆

懈，做好做滿做到六月三十日，

雖然已經六月，還有重要的工作

要執行，南門歷史以來申請到金

額最多的全球獎助金，將在茄荖

國小舉行捐贈儀式，拜託社友偕

夫人踴躍參加本年度最盛大的服

務計劃捐贈儀式。

Rich 社長報告，歡迎 Tang

社友伉儷，她們兩位是我這屆比

較不好意思，因為參加國際旅遊

不小心摔跤，在國外開刀後在家

休養，今天 Tang 辦家庭懇談會及

參加今天的例會，再來可能要到 6

月 30 日才會再見到他。

Rich 社 長 報 告，6 月 30 日

舉辦「社員及夫人表揚大會」，

當天拜託高爾夫球隊長 King 及

Poster 規劃「卸任盃高爾夫球

邀請賽」，獎品非常豐富，謝謝

Bioted 贊助鮮釀啤酒無限暢飲，

歡迎球友踴躍參加。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邀請葉國新 博士專題演

講：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賞之

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並

不難藝術鑑定，相當精彩，

今天例會結束會，召開本年

度與下年度聯合理事會，請理事

們留步。

Doctor 秘書報告，世界年會

發給大家領帶，請大家離開時記

得索取；另外，年會的袋子尚未

領取的社友，也請記得領取，謝

謝。

講題 : 解開中國字畫投資與鑑賞之達文西密碼─鑑定書畫真偽並不難 

主講人：葉國新 博士（墨海樓國際藝術研究機構創辦人）

召開 2019-20 年度、2020-21 年度聯合理事會



第1336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9 年六月九日第

1336 次例會，邀請台灣世

界展望會王偉華會長做「生命值

得豐盛」專題演講。

Ryder 介紹演講者前先略述

展望會的緣起，「世界展望會相

信，每一個兒童，都是上帝眼中

最珍愛的寶貝，都擁有最豐盛的

生命！ ... 世界展望會的成立，

就是開始於這樣的信念和行動， 

1950年，一位美籍宣教士鮑伯．

皮爾斯，因為看見全世界處在戰

火、貧窮中的兒童，他的心為孩

子們而心碎，他向上帝禱告：「願

上帝心碎的事，也讓我心碎！」

於是，他就發願幫助這些無家可

歸的孩童，一直到現在～台灣是

在 1964 年成立了世展會，由偏

遠山區、離島、濱海地區，擴大

至現代化大都會所衍生的社會問

題。

王偉華會長原為東海大學工

業工程系的教授，曾任東海大學

博雅書院書院長、東海大學國際

長、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

訊系系主任暨研究所所長等職，

亦曾獲得優良教師獎、團隊最佳

創新獎等…王會長非常不簡單，

他在事業最高峰的時候，從美國

拿到博士學位後，就回到台灣東

海大學任教，王院長親自帶著東

海大學的學生去實踐各樣的體驗

活動實踐博雅的教育精神，正當

他事業各方面都在高峰時期，世

界展望會邀請他擔任台灣世界展

望會的會長。

台灣世界展望會 王偉華會長

問，台幣 25 能期待什麼？有人

▲王偉華會長專題演講：生命值得豐盛

生 命 值 得 豐 盛  

主講人：王偉華 會長
( 台灣世界展望會 會長 )

說：可以提供許多生命未來的機

會？

王會長說，他在非洲東南亞

許多偏遠的地方送糧食，看到了

許多感人的故事，首先他分享一

位童婚女子的故事，故事主人翁

生於衣索匹亞，在她很小時就被

嫁（賣）比她年紀大很多的男人，

那時約十三、四歲，懷孕後，男

人就走了，因為要養孩子，就開

始賣淫，後來展望會接觸她然後

幫助她，因為她的不放棄，我們

也不放棄，後來她自己開了一家

早餐店，慢慢的把的孩子養大。

這是一個童婚的個案，在台

灣很少有這種個案，然後我們就

想說有什麼方案可以減少童婚？

為什麼我前面問到 25 萬能做什

麼？因為有一次我們的志工去訪

問孟加拉，回來之後拿回來了一

個獎牌，志工說，這是他們去訪

問一個中學，校長送我們的感謝

牌，謝謝我們降低他們童婚的比

率。我問我們做了什麼事情降低

他們童婚的比率？他說，因為我

們幫他們蓋了廁所。因為那邊是

男孩與女孩一起上學的地方，那

個地方沒有女生專屬的廁所，男

女共廁，當女生生理期來了，就

不好意思去學校，女孩生理期

來，就表示有生育的能力了；因

為她不好意思去學校，就待在家

裡了，一個有生孕能力又不去上

學的女孩，能怎樣呢？就只能被

父母嫁（賣）掉了；這時我們幫

她們蓋個廁所，她們就能正常又

很放心的去上課…，就又回到剛



剛的問題，因為花 25 萬蓋個廁

所，有多少女孩因為這 25 萬的

廁所生命獲得改變？因為她可以

讀書，不用待在家裡面，等著被

嫁（賣）掉。

6/20 是世界難民日，全球

68% 的難民來自以下 5 個國家：

敘利亞、阿富汗、南蘇丹、緬甸、

索馬利亞；收容難民人數最高的

國家：土耳其、黎巴嫩。

世界展望會自 2011 年敘利

亞內戰爆發兩個月後，即投入敘

利亞難民人道救援工作，包括於

鄰國黎巴嫩、約旦及敘利亞本地

提供糧食、飲水、庇護處及生活

物資，更協助流離失所的難民兒

童恢復學習、接受教育，並透過

遊戲與活動陪伴他們撫平心中的

恐懼、傷痛，至今已服務超過近

二百萬名敘利亞難民及兒童。

王會長介紹世界展望會，世

界展望會於全球近 100 個服務工

作，擁有 46,000 名員工，2019

年台灣世界展望會於 32 國 82 個

計畫區及社區幫助約 23 萬名資

助童，全台 6 個辦事處，50 個

服務據點，7 個政府方案中心，

服務近 5 萬名兒童。

到照顧。

每一個生命都豐盛，當我們

在資助一個孩子的時候，看到孩

子成長的時候，自己就會獲得更

大的快樂，當我們能夠去幫助一

個人，看他的成長，看他變得不

一樣，我們衷心覺得快樂，這就

是後來我到展望會的原因，因為

我想變成一個怎樣的人，而不是

在於我做了多少事情，因為施比

受更有福。

全球獎助金捐贈活動
扶輪基金主委劉柯成邀請大

家下週二下午 2:00 到茄荖國小

參加今年度最盛大服務計劃～茄

荖國小全球獎助金捐贈典禮，時

間：下午 2:00 報到、2:30 典禮

開始，地點：茄荖國小，當請社

友及夫人穿著25週年POLO衫，

誠摯邀請家一起共襄盛舉。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賽
隊長洪富金報告，6 月 18 日

舉行六月份月例賽＆ 25-26 隊長

交接高爾夫球聯誼賽，地點：豐

原球場，晚宴地點：与玥樓。

6 月 20 日 Alumi 一桿進洞

慶祝晚宴，席設全鴨坊，歡迎社

友踴躍報名參加。

6 月 30 日南門 25 年來首辦

重點服務工作於：

1. 資助兒童計畫；2. 社區計

畫；3. 人道救援行動，4. 國外發

展工作，5. 國內服務工作，6. 兒

童權益倡導。

王會長在人道救援行動，特

別強調自 1990 年開始，台灣世

界展望會「飢餓三十人道救援行

動」，匯集國內各界民眾愛心，

即時回應世界各地緊急災難。

如國內921震災、八八風災、

高雄 81 氣爆、蘇迪勒風災、國

內特況家庭及國外南亞海嘯、海

地大震、日本震災、伊波拉疫情

防治、非洲糧荒援助、敘利亞難

民危機、尼泊爾震災等。

最後，今年飢餓三十，從 5

月30日到7月31日，配合「Give 

a nice day」這個活動我們特別

製作一個手環，每一個手環都有

它獨立的編號，手環上有三個顏

色，有藍黃白，藍色是已經註冊

難民的孩子，黃色是特別需要被

保護的難民的孩子，白色是爸媽

已經不在了，他需要監護人，在

難民營每個孩子就是用顏色來標

示，只要捐三千元，就會有一個

手環，也就表示會有一個小孩得

點滴



下週 例會 109年6月13日 (二）
主講人：葉守正 BRAINS（澄清醫院中港分院-神經內科主治醫師兼主任）

講題：失智萬花筒 - 從性本善到老番顛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9~20年度

▲109.5.7(四) 張廖萬煌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慶璋伉儷、丶邱

丶啟成伉儷、陳國輝伉儷

▲109.5.27(日)廖光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林永成社友、蔡育偉伉儷

、蘇朝坤社友

▲109.5.13(三)林振楨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劉正忠伉儷、洪仲明

伉儷、劉柯成夫人

▲109.5.30(六)張耀硬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許茂億伉儷、張家

強社友、柯富揚夫人

▲109.5.30(六)宋明吉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周鴻仁社友、張東霖

伉儷、張建國伉儷

▲109.5.30(六)陳俊清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廖德炯丶伉儷、張建

國伉儷、吳元益社友

▲109.6.1(一)唐瑋勗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許茂億伉儷、蘇良智伉儷、朱福

民伉儷

▲109.6.4(四)陳重光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何國禎伉儷、柯富揚伉

儷、劉偉傑伉儷、吳騰彥社友

▲109.3.7(六)洪榮德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廖俊榮社友、黃木

村伉儷、吳元益社友

▲109.3.10(二)林丙申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王叔榮伉儷、丶林振楨

伉儷、何志修伉儷

家庭懇談會
「社長卸任盃高爾夫球邀請賽」，

目前報名每個人平均可以獲得

2.5 個獎項，霧峰球場貴賓室也

包場讓夫人玩牌助興，積分高也

有獎品，獎品相當豐富，歡迎社

友及夫人踴躍報名。

4分之1南門特刊分發通知

Concept PP 報告南門四分

之一世紀書籍即將印製完成，每

位社友會有二本，一本有署名，

一本沒有，沒有的那本可以送給

自己的朋友，包括邀請新社友時

可以介紹，剩下的可以送給 B 區

的扶輪社，將在 6 月 30 日將書

送給大家，希望當天表揚例會社

友都能踴躍出席。

出席率報告
　Sugar報告出席率，社友71人

，請假21人，免計出席6人，實
際出席人數44人，出席率68%。

糾察時間
Innovation 主 持 糾 察 時

間，感謝台美社社友歡喜一筆、

Ryder、Ears 歡喜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