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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七月十日 

第 18 卷第 3期 

第 866 次例會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s:Every Thursday 6:30pm 
Add:1F.,No.32-2,Aixin Rd.,Tali 
Dist.Taichung City 412,Taiwan 

Tel:886-4-24070672  Fax:886-4-24071295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5 

例會時間:每星期四下午 6:30 

例會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本週例會 7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6:31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蔡永富 TERRY 

節  目:認養扶輪之子辦法說明 

主講人:前社長林炳村 P.P.JASON 

2014-2015 年度理事 
詹順偉、葉森雄、曾復興
劉顯彰、張明選、李國文
張煥文、劉國勳、周國昌
黃文隆、何應欽、陳鴻文
劉憲隆、胡開化、吳敬堯

社 長：詹順偉  副社長：劉顯彰   秘書：葉森雄 會計：劉憲隆 糾察：廖繼鋒

社 務 行政主委：劉顯彰
社員委員會主委：劉國勳
服 務 企劃主委：何應欽
扶 輪 基金主委：李國文
公關委員會主委：張煥文

節目主委：黃文隆
出席主委：陳鴻文 
聯誼主委：曾建忠 
社刊主委：李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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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STAINLESS 社長的話 

I.P.P.、副社長、秘書、各位 P.P.、各位社友、寶眷大家晚安，

大家好！ 

 金蘭社與2-3分區各友社的交接在這7月8日(星期二)已經交接完

畢，非常感謝各位社友及社友夫人們的鼎力相助，讓 STAINLESS 能順利

的完成階段性的任務，謝謝大家! 

今天例會原本是排定葉秀仁 JAMES、邱仕銅 COPPER 兩位社友的職業

分享，但由於在上週例會社友對扶輪之子的一些認養提問中發現社友與

夫人們心中還有很多的問題想請教地區扶輪之子主委林炳村

P.P.JASON，所以本次例會特地更改節目內容，改由 P.P.JASON 來為各

位社友及夫人對於扶輪之子的認餋方法，再次說明也希望經由此次的說

明會後，能更加深社友與夫人們對扶輪之子的認同與支持，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主旨:為慶祝黃其光先生擔任 RI 社長並強化聯誼
及服務，擬舉辦 RI 社長盃慢速壘球比賽，敬邀各社對慢速壘球有
興趣之社友加入。 
說明: 
1.參照 2014 年 6 月 10 日國際扶輪 3510 地區扶總籌賢字第 047 號。 

2. 擬先於 2014 年 7 月 20 日 9:00 到台中大肚溪求場進行友誼賽，
此場球賽 3460 地區暫不參與，於 8月 10 日在高雄正式舉辦比賽
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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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有興趣者，請與員林東北社社長 King 金明寬聯繫，電話
(04)8281703 或電洽總監辦公室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主旨 2014 年 7 月 2 日 RI2015 聖保羅國際年會
鼓勵出席委員會主委國際理事當選人林修銘公文文號 407021 ，更
改國際年會時間為 2015 年 6 月 6 日至 6 月 9 日，敬請查照。  

說明 : 

1.參照 2014 年 7 月 2 日 RI2015 聖保羅國際年會鼓勵出席委
員會主委 國際理事當選人林修銘公文文號 407021 。  

2.巴西聖保羅扶輪國際年會原訂於 2015 年 6 月 7-10 日舉行，
為配合 6 月 6 日晚上於大會會場旁的森巴嘉年華會，國際扶輪
決定將年會日期改為 2015 年 6 月 6 日到 6 月 9 日。 

三、總監事處來函請支持 10 月 16 日至 10 月 28 日「台灣七地區聯合自
行車環島根除小兒麻痺募款活動」，敬請各社編列一萬元踴躍贊助
此深具意義之活動，詳如說明，請 查照。 

說明: 
1.台灣七地區聯合自行車環島根除小兒麻痺自行車隊將於 10 月

16 日展開，以我騎 1 公里，你捐一塊錢作為主軸，向社會大
眾募款，以達成宣傳根除小兒麻痺募款活動的目標。 

      2. 3460 地區 10 月 18 日上午 7:30 於台中新市政舉行啟程儀式，
10 月 24 日由七個地區聯合於中正紀念堂民主大道舉辦世界小
兒麻痺日(World Polio Day 2014 Taiwan)晚會，除宣揚扶輪
對根除小兒麻痺所做的努力外，並迎接環島騎士歸來以增進扶
輪公共形象，晚會以音樂演唱會方式進行，歡迎社友及社會大
眾免費觀賞。 

3. 贊助款項請匯入地區指定帳戶 : 

電匯 : 

戶名 :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銀行: 國泰世華銀行台中分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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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代碼: 013  

帳號 : 006-50-611618-8 

支票 : 

支票抬頭 :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郵寄地址 : 400 台中市中區中華路 2段 26 號 

 

DESIGNE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865 次例會，7 月 3日例會 

1.社友人數:58位    2.出席人數: 50   位    3.出席率: 86% 

 

GEAR 會計報告 

一、請社友依收費表繳交 2014-15 年上半年度社費，以利社務推動，謝

謝您的配合。 

戶 名:臺中市大里國光扶輪社   三信商業銀行南門分行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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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 號:09-2-0065338 

收費費用如下: 

社長$44,720 元、副社長$38,821 元、秘書$36,061 元、理事$35,110 元、 

社友$33,873元、新社友$48,873元 

LAWYER 糾察報告 

一、第 865 次例會 7 月 3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葉森雄 500 元、

劉國勳 200 元、張煥文 300 元、莊榮華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李

國文 5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林炳村 500 元、陳誌平 500 元、周國

昌 300 元、林秉裕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吳宗隆 300 元、劉憲隆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葉秀仁 300

元、吳敬堯 300 元、簡聖隆 300 元、蔡永富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

施澧羽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共 8,9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867次例會7月17日 (星期四)晚上6:30假菊園永隆店與烏日社聯

合例會，專題演講:牛樟芝解密，主講人:莊一全博士，請社友、夫

人準時出席。 

二、第868次例會，原7月24日變更為7月25日(星期五)下午6:30假菊園

婚宴會館舉行七月份扶輪家庭暨女賓夕活動，請社友、夫人、小扶

輪準時出席。 

扶輪 3460 地區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一、 認養目的: 

 幫助弱勢家庭的孩子，助其完成學業並持續關懷孩子成長，讓扶輪

的愛成為社會上的一股暖流，讓扶輪的愛心發光發亮，並提升扶輪

的公益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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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認養對象: 

   從 6 歲到 18 歲(國小、國中、高中學生) 

三、 助學金額: 

   每名孩子一年 12,000 元，建議分三個月或半年給付助學金 

四、 認養年度: 

  從 2014 年 7 月 1 日起至 2015 年 6 月 31 日止。鼓勵持續認養三年 

五、 認養方式: 

  個人認養 – 由社友或非社友發心資助，並定期關心孩子 

  團體認養 – 由社團對學校學生團體認養，並定期舉行相見歡活

動原有配合學校獎助金的名額建議轉換成扶輪之子助學金 PS. 

可個人與團體同時認養 

六、 成立扶輪之子委員會: 

  在五月底前由社長當選人在籌備理事會上提案。設立主委、副主

委各一名及多位委員，並編列年度預算 

七、 認養窗口: 

    各社扶輪之子委員會對學校或社福單位等洽談認養人數 

八、 定期關懷: 

  由各委員會定期關心認養孩子並舉行相見歡，將相關活動傳送至

總監辦公室或地區扶輪之子委員會，於扶輪月刊上報導分享各社

社區服務案 

九、 資訊整合平台: 

  各社成立扶輪之子委員會後上網登記該認養學校名稱及認養人數 

  地區委員會並提供認養資訊給各社媒合認養對象 

十、 扶輪之子網站及資訊平台連絡人:www.rotary-child.url.tw  

 扶輪之子委員會 副主委: 曾建忠 Net 電子信箱: 

michael@hn.com.tw  

                         2014-15 社區服務主委  

大里國光社 林炳村 Jason 連絡電話: 0937-216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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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之子認養計劃的問與答 

1.問：「扶輪之子認養計劃」是什麼？ 
答：就是由扶輪社、社友或非社友，持續贊助同一位家境清寒而肯上

進的中小學生，每人每年新台幣 12,000 元，並透過定期的互動，
協助受贊助者邁向光明之路的扶輪計劃。 

2.問：這個計劃跟很多扶輪社每年頒發清寒獎學金有什麼不同？ 
答：目前各社頒發清寒獎學金，受獎學生每年不同，且不同扶輪社，

獎學金也不一樣；尤其是，獎學金是否確實為學生所善用，並無
起碼的追蹤考核。因此，捐款多半未能發揮應有的效益；急需被
贊助的清寒學生，往往因為無法得到持續的關懷，而被迫中斷他
們向上向善的意志。所以，用這種方式頒發獎學金，徒具社會服
務的形式，而未能發揮贊助的實質目的，捐款者的愛心等同被打
折，實在可惜！ 

「扶輪之子認養計劃」則希望透過持續的贊助與關懷，讓這
些被贊助的學生充分感受到扶輪的溫暖，更加積極迎向上，成為
正向有用的人才，讓捐款與愛心發揮實質的意義與效果。 

3.問：認養人的捐款 12,000 元要怎麼捐出？ 
答：總監辦事處及地區委員會都不經手助學金。 

認養人將捐款交給所屬扶輪社，由該扶輪社與所接洽的學校
(或公益扶助團體)自行議訂助學金的付款辦法與地點。 

4.問：助學金是一次性或分期交付給扶輪之子？  
答：由各社自行與學校(或公益扶助團體)研商議定之；建議視其用途
而分期給付為宜。 

5.問：各扶輪社如何推動此認養計劃？ 
答：(1)先在社裡成立「扶輪之子委員會」，指派主委及幾位委員；(2)

徵詢願參與認養的社友或非社友人數；(3)接洽適合的中小學(或
公益扶助團體，如：家扶中心、世界展望會、紅十字會等)來配合
執行此計劃。 

6.問：如何找尋最適合的中小學配合執行此計劃？ 
答：建議下列學校優先：(1)貴社曾經在該校提供獎助學金或 WCS 計

劃;(2)該校曾接待貴社的外籍交換學生;(3)貴社在該校輔導扶少
團。如此可建立雙方更密切的合作關係。 

7.問：確定「扶輪之子」的學生後，該如何作業？ 
答：請上地區扶輪之子委員會的網站下載右列表格：(1)訪談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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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認養人數登記表。填好後，傳真或掃描寄給地區扶輪之子
委員會統計，以便敘獎。 

8.問：如何選擇個人(社友或非社友捐款)認養或團體(以各社的預算)認
養？ 

答：建議各社鼓勵社友及親友來做個人認養，也可同時以各社做團體
認養。 

9.問：各社及地區的認養目標為何？ 
答：建議各社每年新的認養人以社友人數 1/6(以上)為目標。例如:社

友人數 30 人，今年度認養 5位(以上)，下年度再增加 5位(以上)，
這樣，最晚 6 年後，全體社友就都是認養人了。 

10.問：原來就給學校頒發清寒獎助金，該如何處理？ 
答：建議先由理事會決議，將助學金調整為每名每年 12,000 元，並

對該學生持續認養，同時更名為「扶輪之子認養計劃」，然後再
跟學校溝通配合執行。 

11.問：如果要認養家扶中心的孩子，可以嗎？ 
答：地區委員會已接洽家扶中心篩選 150 位孩子，準備給各社的社友

或非社友來認養。分海線 50 位，山線 50 位，屯區 50 位學生，
可從扶輪之子網站 www.rotary-child.url.tw 去挑選，再向副主
委 NET 登記(聯絡信箱: michael@hn.com.tw)。 

12.問：被認養的孩子要什麼條件？如何篩選？ 
答：建議以家境清寒且努力向上的學生為優先；可請配合的學校老

師幫忙篩選適合的學生，再由各社的扶輪之子委員會派員與認養
人會同前往訪視與確認。 

13.問：認養人要認養多久？若認養人中途不想再認養，該怎麼辦？ 
答：持續的關懷是對扶輪之子最佳的鼓勵，也是他們邁向光明的最

大動力；所以，我們建議起碼持續認養三年，原因是，國一到
國三或高一到高三，每個階段都是三年，愛心不中斷，才能讓
孩子安心上學與學習。若認養人中途有某些原因無法繼續，可
請別人繼續認養。 

14.問：如果學生的環境已改善，或該學生屢勸仍未改善，要如何處理？ 
答：基於資源不浪費原則，可請學校更換認養學生。 

15.問：非扶輪社友可否認養？ 
答：認養扶輪之子屬社區服務，當然歡迎社會人士共同參與。希望

藉此計劃光耀扶輪的形象，讓更多善心人士，因有志一同，而
引進成為扶輪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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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問：認養手續完成後，該如何持續關懷？ 
答：認養人與所認養的扶輪之子究竟多久安排一次相見歡？見面方

式為何？由各社的委員會與學校(或團體)研商議訂之。(認養人
與學生各別見面、或認養人與學生全體一起聚會、或邀請參加例
會或活動，均可)。 

17.問：認養孩子可否請扶輪義工參與關懷？ 
答：建議請扶少團、扶青團或交換學生當此計劃的扶輪義工。 
(一)當義工可從小培養對社會的關心與愛心。 
(二)義工的大哥大姐對認養孩子的親和力比大人還要好。 
(三)義工的關懷方式，建議先從寫信給孩子，慢慢認識，再約出來

見面，從學校的學習、家庭生活或課業上的問題，都可以關心。 
18.問：認養人的捐款於申報年度所得稅時，可抵扣所得額？ 

答：此捐款屬社會服務，可扣抵個人所得額節稅，所以，各扶輪社
應開立收據給捐款人。 

19.問：認養儀式如何舉行？ 
答：各社自行與學校(或團體)協商議訂之；甚至可由分區多社共同

舉行。 

20.問：參加認養計劃有何鼓勵辦法？ 

答：地區服務委員會準備扶輪之子精美徽章，贈送給愛心的認養人。

總監辦事處也將按各社認養人數在地區年會敘獎。 

21.問：可從那裡得到扶輪之子計劃的相關資訊？ 

答：各社可將扶輪之子的互動照片或文章寄至總監辦事處或扶輪之子

委員會，總監月報每月將刊登此計劃的活動花絮。 

22.問：如有扶輪之子其他相關問題，有何可供詢問的窗口？ 

答：可連繫地區扶輪之子委員會主委JASON林炳村(0937-216677)，或連

絡人NET曾建忠(0932-618755)，或各區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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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8 屆 7 月份理事會會議記錄 

壹、日期：103 年 7 月 3 日(星期四)晚上 8:00 

貳、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2   人、缺席 3 人 

詹順偉、葉森雄、李國文、張明選、張煥文、周國昌、劉國勳 

何應欽、黃文隆、陳鴻文、劉憲隆、吳敬堯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交接典禮收支明細 (附件一)。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審查 2014-15 年上半年度社友收費明細(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原 8 月 28 日第 872 次例會變更為 8月 3 日(星期日)舉行

配合扶輪之子義賣活動暨慶祝父親節、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 

義賣地點:128 畫廊，用餐地點:烘爐鵝肉海鮮餐廳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推薦一位碩士生(新台幣 15 萬元) 。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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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社感謝函 
本社第三十、三十一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員交接典禮,已於一０三年七

月二日(星期三) 
假「全國大飯店」圓滿舉行完竣，承蒙 鈞座貴社 蒞臨指導，並惠

賜鴻文、禮金、盆花、花圈、花籃、賀文…等，倍增本社大會光彩，此
份隆情盛誼，至深銘感，特函申謝，尚祈繼續指導愛護。 

               太平扶輪社 
                    2013-14 年度社長 陳用良 
                    2013-14 年度秘書 郭福祥 
                   2014-15 年度社長 劉泰強 
                    2014-15 年度秘書 郭恆宗   
                         暨全體社友 敬上 

霧峰社謝函 

敬愛的扶輪先進、輔導社、姊妹社、兄弟社、金蘭社、友好社及社友們：
霧峰扶輪社第31、32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慶典晚會，已於2014

年 07 月 03 日在新口味海鮮餐廳圓滿閉幕。 

本次晚會得以圓滿成功，端賴各位長官、各位扶輪先進及輔導社的蒞 

臨指導，各姊妹社、兄弟社、金蘭社、友好社熱情的支持與參與，本次 

慶祝晚會才能圓滿完成。 

在此謹向您們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與敬意，感謝大家的蒞臨指導。 

耑此        敬祝 

貴社社運昌隆     萬事如意    事事順心 

                      霧峰扶輪社 
                        2013-14 年度社長  陳晳炫 SEA FOOD 
                        2013-14 年度秘書  王仁豐 RECYCLE 
                     2014-15 年度社長  潘茂松 PETER PAN 

                        2014-15 年度秘書  張德川 ENJOY 

                                          暨全體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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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扶輪思索~~第 80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以下一個議題—扶輪它點燃我們心

中的那根蠟燭，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 

還有許多溫馨可愛的地方。 

The smallest candle can pierce the darkest night.「再微小的

燭光也能滲透最黑暗的夜晚。」1985~86 

年RI社長柯愛德Edward F. Cadman曾說過的一句話。 

目前的科技是如此的進步，人文是如此的鼎盛。人類不但可以環繞

地球，在外太空漫步，電腦網路也連結整個世界。但是對人際間和睦相

處的努力，人類在這方面的進步卻是那麼的有限。就拿我們周遭這個繁

忙 

社會來說，人們的腳步為什麼總是那麼的匆忙？別說是比鄰而居的朋

友，就是自己的親人，也少了許多相聚的時間。這種彼此的生疏與冷

漠往往會使我們對這個社會感到失望。但是，我相信在我們參與扶輪

服務的那剎那，我們同時會發現在這冷漠的世界裡還有許多的人正在

熱忱奉獻他們的心力，並以種開闊的胸襟在關懷這個世界。這種拯救

生命、解除飢荒、減輕病痛、親善和平的努力，一百多年以來從世界

各地點點滴滴匯積成一股真誠、服務、愛心、和平的扶輪巨流，它不

但創造了歷史，改變了世界，並且把人類變得更美好。因此，扶輪它

不但點燃我們心中的那根蠟燭，並且讓我們看到這個社會還有許多溫

馨可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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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之宗旨： 

扶輪之宗旨在於鼓勵並培養以服務理想

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勵與

培養 

第一：增廣認識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高道

德之標準；認識一切有益於社會的職業

之價值，及每一扶輪社員應遵重其本身

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第三：每一扶輪社員能以服務理想應用

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第四：綜合具有服務理想之各種事業及

專門職業人士，以世界性之聯誼，增進

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扶輪之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

心自問: 

一、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利益? 

2014-15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