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201020102010----11111111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IRIRIRI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Ray KlinginsmithRay KlinginsmithRay KlinginsmithRay Klinginsmith 簡歷簡歷簡歷簡歷    

                            雷‧柯林根史密斯 Ray Klinginsmith 是美國 

密                        蘇里州柯克斯維爾的一位退休律師。在他的法 

                          律事業生涯中，他曾擔任位於柯克斯維爾的杜 

                          魯門州立大學（之前名為密蘇里東北州立大學） 

                          的法律總顧問及企業管理教授長達 22 年。他還 

                          曾在這所大學轉型成自由藝術及科學機構期間 

                          擔任教務長 5 年。        

                            雷與夫人茱蒂(Judie)於 1961 年結婚迄今，育有

                          兩名子女蕾艾與柯特以及三名孫子女摩根、葛蘭

                          特與席妮‧帕金斯。 

                            雷曾於 1971 年至 2008 年擔任美肯‧亞特蘭 

                          大州立銀行的董事，現在是名譽董事。他從 1982 

                          年起至2009年止曾擔任沙理頓谷殘障市民協會 

                          會長，現在是名譽會長。他曾是美國男童軍大

河委員會的執行董事會成員，也是該會成人義工銀狸獎持有人。 他是柯克斯

維爾基督教第一聯合衛理堂的成員，曾是該教堂的講道人。 

雷加入扶輪社成為社員已超過 45 年，他現在是柯克斯維爾扶輪社社員。他曾

於 1961 年以 扶輪基金會大使獎學金學生身分在南非開普敦大學進修，而且

在1984年當選為國際扶輪理事時成為第一位在國際扶輪理事會服務的扶輪基

金會教育獎受獎人。 

    他曾於 2002 年至 2006 年擔任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委員，並於 2005-06

年度擔任保管委員會副主委。他曾榮獲扶輪基金會頒予的有功服務獎及特優

服務獎。 

在其他扶輪職務上，雷曾任 1989 年國際講習會主委、1998 年立法會議主委、

2005 年芝加哥國際年會委員會副主委及 2008 年洛杉磯國際年會委員會主委。

他也曾於 2005 年到 2008 年擔任扶輪基金會未來願景委員會委員他目前是國

際扶輪社長當選人。他將是自 1934-35 年度羅拔特‧希爾以來第一位擔任國

際扶輪社長的密蘇里人以及第一位擔任國際扶輪社長的扶輪獎學金前受獎

人。2010 年 7 月 1 日當天，他將成為第一百位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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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社區–連結世界 Building Communities – Bridging Continents~我希望各位都
同意這幾個字能恰如其分反映我們扶輪社員是什麼樣的人、以及我們做些什
麼事。我們是一個獨特而且重要的組織–當然是世界上最優秀的組織之一。
我們在建立社區精神及資源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這一點我的地區去年的總
監伊莉莎白‧烏索維茲（Elizabeth Usovicz）綜而言之講得好。她說：「當一位
有正面精神的積極人物來到我們的扶輪社裡，我們就能激勵我們的社區。 

而當我們的社區被我們的服務和存在所激勵，我們就能感召新的社員。這是
個強有力的循環。」她說：當我們確實捕捉到有扶輪服務的精神人物時，我
們就可以激勵我們的扶輪社和社區。這句話一點都沒錯！雖然我們之中大多
數人都同意，扶輪是全世界最擅長「打造社區」的組織，這點或許有其他組
織的成員不服氣。但一旦提到「連結世界」，或許就只剩極少人還不同意，
扶輪是全世界最擅長連結全球善心人士、進而取得他們配合與支持，使世界
成為更適合居住及工作的地方。柯愛德（Ed Cadman）說的沒錯：「扶輪的團
結不是來自表面上的一致。」這種理念一致使我們成為全球最棒的組織。能
成為扶輪社員，我們的確幸運！ 
    當我們歡慶扶輪社和扶輪地區傑出的成就，以及扶輪備受讚揚的成功
時，我們也需要停下腳步，「吃果子、拜樹頭」，感念過去無數扶輪社員胼
手胝足，才讓扶輪在世界舞台上有今日地位。我們站在他們的肩膀上，而這
場講習會提供機會讓我們會見這些前社長和其他前職員，他們，在我參加扶
輪大大小小會議的這 50年來，帶領扶輪前進。 
    是的，我很驕傲地說，我已有 50年的扶輪經歷了，因為我曾經是扶輪獎
學金學生。我的家鄉美國密蘇里州尤尼恩維爾(Unionville)市的扶輪社，明智且
大方地邀請我參加該社所有會議，而且由他們出錢，時間從我獲選為獎學金
學生開始，直到我前往南非求學。我是家鄉小鎮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學生，要
不是因為扶輪，這絕對不可能發生。 
    各位想想，其他還有將近 5 萬名獎學金學生曾有過相同機會，以及 6 萬
名團體研究交換團團員曾待過其他國家和其他洲。此外，超過 10 萬名扶輪青
少年交換學生曾遠離家鄉，到其他國家和其他洲與接待家庭的爸媽一同生活
居住。再想想：扶輪一直扮演推手，使全球致人癱殘的小兒痲痹病例數從 1979
年的 50 萬例下降到去年不到 2,000 例 --減少了 99.9%，-- 以及想想我們即將
根除史上最可怕的疾病之一。別忘了：據估計，扶輪社和扶輪社員每年花在
地社區計畫的金錢，是他們捐獻給扶輪基金會的 10 倍，每年運用在社區服務
計畫上的經費高達十億美元。 
    看到這些驚人的紀錄，誰還會懷疑身為扶輪社員是不是很美妙？事實
上，你還能想得到其他哪一個組織，讓你能更善用你的時間和才華，讓世界
真正變成更好的地方？但是，當我們彼此都以扶輪為傲時，請注意各位的責
任有重大轉變。各位即將成為新一任的扶輪總監，在短短 5 個月後，你我的
責任就不只是維持扶輪作為一個重要的組織，而是要將它發揚光大，更上一
層樓。我們成功與否，許多都取決於你們每一位願意奉獻多少時間、才華和
毅力為貴地區的扶輪社扮演朋友、顧問或啦啦隊的角色。扶輪需要你們在座
每一位地區總監當選人的全力奉獻，因為整個艦隊的航行速度會被最慢的船
所拖累。請不要落後而拖累整個扶輪艦隊，特別是在 1910年 8 月舉行扶輪社
第一屆年會的 100年後，當我們將航向國際扶輪服務新世紀的現在。 
倘若在座各位都願意承擔我們足以勝任的領導角色，誰會懷疑未來扶輪還有
登峰造極的日子？我們辦得到，只要我們願意付出時間和汗水做為代價！和
全球 60 億人口相比，扶輪社員區區 120 萬人根本是小巫見大巫。但別忘了知
名人類學家瑪格利特‧米德（Margaret Mead）的金玉良言。她說：「別懷疑一
小群深思熟慮、信念堅定的人有能力改變世界。實際上，就只有這些人曾改
變過這個世界。」 
    是的，我們曾改變過這世界，而且我們將繼續改變它，使它更好。在這
個金融動盪的年代，我們有能力做得更好嗎？是的，我們辦得到！是的，我
們辦得到 --只要我們齊心協力！方法很簡單！來年要成功，我們只需要專注
於盡心盡力，鼓勵扶輪社和地區做扶輪社員熱愛的事，以及做扶輪社員在全
世界最擅長的事--也就是「打造社區–連結世界」。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29 名        

   出席人數:…………2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 1 名                     

    出 席 率:…………96.5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CNC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M、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Land、Scuba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Michelle   土城山攖扶輪社 

     彭國忠 總經理       本社 

     廖志孟 經理         本社 

     高聖燁 副理         本社 

     劉昭利 董事長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4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2 日出刊 
第第第第 66669999333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Building 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Paul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歡迎本週來賓：請社友們用熱情的歌聲及掌聲歡迎今日來賓：永豐銀行  
   廖志孟經理、僑弘有限公司 彭國忠 總經理、福朋飯店 高聖燁副理、昆山品田精 
   密塑膠有限公司 劉昭利董事長、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P.P.Michelle 以及蒞臨本社 
   的諸位社友及寶眷們。 

1. 本週壽星:無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Spring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Lawyer 糾察主委主持，並由他熱心帶領下紅箱收入為新台幣$22,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Building 5,000 2. C.P.Yico 2,000 
3. 助理總監 P.P.Manpower 2,000 4. P.P.Bicycle 1,000 
5. P.P.Hardware 1,000 6. P.P.PVC 1,000 
7. P.P.Ball 1,000 8. P.P.Case 1,000 
9. P.P.Blower 1,000 10. I.P.P.Jeff 2,000 
11. 秘書 Spring 2,000 12.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3. 社友 Paul 1,000 14. 地區副秘書 P.P.Michelle 1,000 

小計：22,000 元 

承上期：90,600 元 

  
 

本週節目  
例會講師：劉 銘 老師 

例會講題：人生好好 

講師簡介： 
現任-警察廣播電台節目製作及 
    主持人、財團法人凌華教育 
    基金會董事暨執行長 
學經歷： 
※  81 年榮獲度省教育廳所頒「社

教有功人員獎」 
※  82 年榮獲行政院新聞局所頒「社

會建設獎」 、省政府社會處所
頒第七屆「金毅獎」 

※  83 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  85 年榮獲廣播金鐘獎「公共服
務類」節目  

※  87 年榮獲優良殘障教師「金心
獎」 

※  91 年「輪轉人生」一書榮獲「好
書大家讀」年度最佳少年兒童讀
物獎 

※  93 年總統教育獎評審  
※ 94 年當選教育部所頒「教育百

人團」 

※  財團法人廣青文教基金會董事 

※  張老師基金會台北分事務所輔

導委員 

下週節目 

日期：7 月 29 日(星期四) 

講師：李富城 老師 

講題：全球暖化與糧食 

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台北縣 247247247247 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議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議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議分區社長秘書聯誼會議    

日期：7 月 25 日(星期日) PM 14:00 
地點：六社聯合辦事處 
應出席人員：助理總監 Manpower、社
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請準時出
席！ 

3490349034903490 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議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議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議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議    

日期：7 月 24 日(星期六) 

地點：台北縣政府 507 會議室 

(縣板橋市中山路一段 161號 5樓) 

時間：PM 13:00報到  13:30 開會 

應出席人員：助理總監 Manpower、社

長 Building、秘書 Spring、公共關

係委員會主委 Bicycle，屆時請準時

出席，感謝您！ 

Wine 社友夫人 

汪如男小姐(49.07.23) 

       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您生日快樂    

   I.P.P.Jeff 與劉培珍夫人 

(69.07.26)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結婚結婚結婚 30303030 周年快樂周年快樂周年快樂周年快樂    

                                                                                              社長：陳水生 Building  秘書：蔡木春 Spring  糾察主委：李富湧 Lawyer 社刊主委： 蔡清泉 Plastic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