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349034903490 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    

2014201420142014----2015201520152015 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年度第四四四四次社長次社長次社長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時間：2015 年 1 月 9 日(五)18:00 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值東：玉里社、花蓮地區副秘書 DVS Birdie   主席：AG Toein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略)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Toein 致詞（略） 

三、 前總監 PDG Young 致詞：（略） 

四、 花蓮地區副秘書 DVS Birdie 致詞：（略） 

五五五五、、、、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 2014-15 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經費結算報告。(附件一) 

※※※※依照往例依照往例依照往例依照往例，，，，依各社註冊人數依各社註冊人數依各社註冊人數依各社註冊人數，，，，每位新台幣每位新台幣每位新台幣每位新台幣$110元元元元，，，，退還各社退還各社退還各社退還各社。。。。 

(2) 花蓮一、二分區 2014-15 年度扶輪日活動經費結算報告。(附
件二)  

※※※※將扶輪日活動經費結餘款新台幣將扶輪日活動經費結餘款新台幣將扶輪日活動經費結餘款新台幣將扶輪日活動經費結餘款新台幣$32,854元元元元，，，，贊助本分區參加贊助本分區參加贊助本分區參加贊助本分區參加
年會表演之代表社年會表演之代表社年會表演之代表社年會表演之代表社。。。。 

六六六六、、、、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案由一：推派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4-15 年度地區年會花蓮地區 

        晚會表演節目負責社，請討論。 

提案人：花蓮地區副秘書 DVS Birdie 

說  明： 

1.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4-15 年度地區年會將於 104 年 4 月
18.19 日舉行，總監辦公室來函鼓勵各社踴躍出席，並請各分區
安排一個節目在晚會表演。 

2. 依據往例，花蓮地區節目有兩種方式推派:1 由助理總監社推派
節目參加 2.在花蓮地區運動會晚會表演節目榮獲第一名之扶輪
社，優先代表本地區參加年會表演節目。 

3. 總監辦公室邀請各分區提供節目表演，是否第一、二分區各提
供一個節目，請討論。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1.花蓮一花蓮一花蓮一花蓮一、、、、二分區只提供二分區只提供二分區只提供二分區只提供 1個節目個節目個節目個節目。。。。 

        2.眾望所歸由活力及參與度最佳的玉里社眾望所歸由活力及參與度最佳的玉里社眾望所歸由活力及參與度最佳的玉里社眾望所歸由活力及參與度最佳的玉里社(尤其是其寶眷尤其是其寶眷尤其是其寶眷尤其是其寶眷 

         們們們們)代表花蓮分區代表花蓮分區代表花蓮分區代表花蓮分區，，，，特別請特別請特別請特別請 Jack社長轉答大家的請託社長轉答大家的請託社長轉答大家的請託社長轉答大家的請託。。。。 

案由二：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AG Toein 

說  明：由東南社及美侖山社值東。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訂於訂於訂於訂於104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6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6:00，，，，地點地點地點地點：：：：055餐廳餐廳餐廳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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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及 �������到泰國考察，祝他們旅途平安愉快。�
 恭禧 '	��2伉儷到大陸旅遊平安歸國。�
 �月 �(日那霸之旅新的行程請大家參閱，並請儘快向執秘
或本人報名。�

 �月 �日 33���
�岳父告別式，因為喪家沒有安排公祭，
所以社裡沒有前往致意，但奠儀部份還是依照公約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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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先致歉！因為這次行程巧遇連
假，所以班機調配以早早班機。因此若
覺得 �月 � 日要搭 �早的火車太累，
可以提前北上，我再代為安排機場旁邊
的城市商旅，每間6�7���元，隔天一

早有接泊車接到機場。我們搭乘的復
興航空班機有商務艙，若社友想提高
品質，可加6�7���元升等。�

這次 �天 
夜行程，以那霸南部
與北部的行程為主，除了授證外，也
調整大家比較沒有去的景點，像南部
齊場御嶽、比嘉酒造，除此之外也安
排前往全東南亞最大的水族館、�
8'*��*及藥妝店，不需到日本本島就
可以買到日本所有的東西。�

飯店則安排在市區，有溫泉設
施，如果覺得行程累，也可以留在飯
店享受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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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人接觸磁磚次數少之又少，
本人要不是因為家裡經營磁磚的關
係，也不會對磁磚提起什麼興趣。但
其實大家都不知道我們離磁磚有多
近，起床、第一次學會走路等，我們
的腳就踩在磁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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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年代中期－以媒為燃料，當
時台灣以農業社會為主，對工業並
不重視，採單獨式的窯爐，生產手
工磁磚�小型馬賽克��9�(:以下的
都稱馬賽克�。�

� 在 ��年代－以重油為燃料，業者
引進日本隧道窯，控制還是採類
比，尚無法用數位方式，因此其火
喉及時間還沒辦法精確掌握，所以
還是小磁磚���9��(:�。�


 ��年代中期－採天然氣為燃料，
因為媒及重油燃燒會產生二氧化硫
易讓窯損壞，而使用天然氣會讓故

障率降低、火喉好控制、良率提
高，因此獲利提升。也已經可以燒
到半磁化的磁磚�磁磚是黏土做成，
溫度愈高磁化程度愈高，磁化程度
愈高吸水率愈低�。當時已有貿易商
進口一些零散義大利磁磚，這是台
灣磁磚起步的時候，引進噴霧式乾
燥塔及滾桶式的快速窯。這個時候
因為十大建設，讓磁磚供不應求，
已進入大型磁磚時代���9��(:�。�

� ��年代－引進歐洲的隧道窯，台
灣經濟起飛，台灣窯廠年產量是世
界第二，但台灣的覆蓋率及購買率
全世界第一。�台灣人讓人稱奇～連
天花板也貼磁磚��

� ����年因為容積率實施時，大家搶
建窯場，最多時候窯廠有 ���間，
之後卻因為加入��8、產業外
移、金融風暴等因素，造成產能過
剩，而後慢慢走下坡。�

������������分為三種，主要以吸水率及燒
製溫度來區分－����
� 陶磁－強度太弱吸水率太高，用

����度燒製，土料沒辦法完成溶
合，但其尺寸規格一致、發色鮮
艷。可是因為吸水性太高，容易受
天候影響，容易龜裂、硬度不足、
磨秏高及耐酸鹼能力不強。�

� 實質磁磚－���������度燒製，市
面上看到就是這種。�


 石英磚�通稱，沒有規範�－����度
以上燒製，吸水率在 �％以下�台灣
的技術可以達到 ��左右�，公差比
較大，生產成本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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