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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七月十七日 

第 18 卷第 4期 

第 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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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星期四)下午 6:31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蔡永富 TERRY 

節  目:與烏日社聯合例會~專題演講 

主講人:莊一全博士 

講  題:牛樟芝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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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社社長 Wasabe、主講人莊博士、各位 P.P.、各位社友、

寶眷、以及今天參加與會貴賓大家晚安，大家好！ 

    這次的聯合例會是因為烏日社社長 Wasabe 與我的想法一致，除了

自已社友的聯誼之外，友社之間的聯誼也非常重要，所以今年度 2-3 分

區的同期社長們，也有一個共識，如果各社有精彩的專題演講，都可以

互相邀請聯合例會，也希望藉由這樣的活動，能使 2-3 分區所有社友的

情誼能更加緊密! 

   今天也非常高興邀請到嘉南藥理科技大學莊一全博士來為國光社與

烏日社作牛樟芝系列的解說與指導，希望在莊一全博士精闢的演講之後

能使社友及夫人們對牛樟芝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WELD 秘書報告 

一、第 872次例會原 8月 28日變更為 8月 3日(星期日)下午 3:30 假 128

畫廊舉行扶輪之子義賣活動，下午 5:30 假烘爐鵝肉海鮮(台中市民

權路 342 號)舉行慶祝父親節、扶輪家庭暨女賓夕活動，請社友、夫

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二、助理總監來函:發文字號：周字第 1415071501 

受文者：台中市第 2-3 分區 吳副祕書長 性龍 

        台中市第 2-3 分區 各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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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市第 2-3 分區 各社秘書 

附  件：1. 總監月訊特派記者名錄 

          2. 攝影美學組(成員與責任區) 

主旨:函請各社於總監公式訪問前召開社務行政會議。 

說明:1、召開社務行政會議前行文通知助理總監會議時間、 

         地點。使其參與、了解貴社目前的營運狀況及未 

         來一年的規劃。 

     2、請 MAIL『有效能的扶輪指南』給助理總監<joe@uta.com.tw> 
         統一交予總監以做為公式訪問的重要參考。 

         3、特此公文函告 
DESIGNE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866 次例會，7 月 10 日例會 

1.社友人數:58位    2.出席人數: 44   位    3.出席率: 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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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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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6 次例會 7 月 10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葉森雄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500 元、張煥文 300 元、莊榮華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張明選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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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炳村 500 元、黃輝錦 300 元、陳誌平 500 元、劉顯彰 300 元、 

周國昌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張裕宜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廖朝南 300 元、吳宗隆 300 元、李楨祥 300 元、 

劉憲隆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葉秀仁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 

胡開化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黃健源 300 元、 

施澧羽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陳信宏 500 元、黃志豊 300 元， 

大里社社長李彥錫 1,000 元，共 13,1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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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UIT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 總監辦事處來函:謹訂於2014 年07 月19 日(星期六)下午13:00 

舉辦2014-2015 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之「接待扶輪社YEOs 暨接待

家庭講習會」，請通知貴社社長、RYE 主委與輔導顧問以及接待

家庭準時出席參與，以利本年度接待作業。 

說明 : 

1、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2014-2015 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接待

事宜。 

2、為使各接待扶輪社與各接待家庭瞭解接待外籍學生之權責與經

驗，特依本地區青少年交換活動之年度計劃，於主旨所示日期與

地點舉辦「接待扶輪社YEOs 暨接待家庭講習會」，議程表如《附

件一》。 

◎時間 : 2014 年07 月19 日(星期六)13:00～17:40。 

◎地點 : 協鴻工業(股)公司精科廠《附件二》(地址 : 台中市南

屯區精科北路3 號) 

3、敬邀貴社社長、RYE 主委與輔導顧問以及各接待家庭之家長務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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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本次講習會。請各社於07 月11(星期五)中午前統計其預訂出

席之人員名單，覆函《附件三》報知本地區RYE 委員會。 

4、若有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Zoe 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

04-2226-3460)；覆函請E-mail 給本地區RYE 委員會助理Maíz 簡

小姐(E-mail:d3460yep.af@gmail.com)。 

5、函請查照見覆。 

 

專題演講 

【主講人】莊一全 博士 

【講題】牛樟芝解密 

【學歷】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醫學博士  

【經歷】台灣牛樟芝產業協會常務監事 

中華台灣向陽兩岸產業交流發展協會理事 

【現任】嘉南藥理科技大學生物科技 

 

太平洋社感謝函 

本社第十七屆社長暨職員就任之社長第一次敲鐘例會，已於一○三

年七月八日(星期二)下午六時二十分假全國大飯店B1 貴賓廳圓滿結

束，承蒙 鈞座親臨指導，為本次例會倍增光彩。 

此份隆情盛誼，至深銘感，特函申謝，尚祈繼續指導與愛護。 

太平洋扶輪社 

社長 黃騰頤COMPUTER 

秘書 劉明周V.G. 

暨全體社友 敬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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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中興社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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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中興扶輪社第 17、18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慶典晚

會，已於 2014 年 07 月 04 日在菊園婚姻會館晶鑽廳圓滿閉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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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中興扶輪社 
                 2013-14 年度社長  周溪煌 I-BEAM 

                    2013-14 年度秘書  邱創基 STAINLESS 

                    2014-15 年度社長  洪正東 TONY 

                    2014-15 年度秘書  王廷鈜 HOUSE 

                                       暨全體社友 

                         

每週扶輪思索~~第81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有關於職業服務的實踐 

如同各位所知，國際扶輪理事會 2007 年 6 月修訂後的國際扶輪使命聲

明指出，國際扶輪的宗旨在於「透過其事業、專業及社區領導人的聯誼，

提供博愛的服務，鼓勵崇高的道德標準，並增進世界之瞭解、親善與和

平」。而「職業服務聲明」（Statementon Vocational Service）則指

出：「職業服務是扶輪促進並支持把服務的理想應用在所有職業的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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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目的何在？簡言之，我相信人生的目的在於「對他人和社會

有用處」。我們人類能夠持續生活在演化了許多世紀的社會中，是因為

我們的祖先、父母、家庭、社會、國家和全世界人們的努力。 

因此，我們有責任認識和感謝我們從先人所獲得的恩惠，持續發揮

最誠摯的精神，並全心全意回饋社會。唯有抱持這樣的態度，我們才能

夠為代代後世打造更美好的社會。 

扶輪社員很幸運。我們位居引領實踐扶輪獨有的職業服務理念的地

位。有一位我認識的扶輪社員曾告訴我，加入扶輪後，他才能夠瞭解職

業的真義。在加入扶輪前，他把所有活動的心思都放在自己身上：如何

自我提升、謀生和賺大錢。然而，現在一切都改觀了。 

服務社會已經成為他生活和職業的目的。現在，他從為他人帶來歡

樂，經由誠信交易贏得信任，以及透過他的職業更努力成為對他人有用

處的人，讓他找到喜悅。 

我們肩負責任，要實踐服務的理想，要體現崇高的職業道德，要自

身的行為舉止合乎社會規範，無論何時何地，俾能盡可能向許多人宣揚

道德理念。作為個人和事業，要贏得信任的最好方式就是「言出必行」，

亦即在我們的私生活和事業中，都要將信念和行動合而為一。 

據報導，在全球經濟大蕭條的年代，相較於其他公司，具備崇高職

業道德的扶輪社員所經營的公司皆免於破產或只蒙受較輕微的損失。在

今日的金融危機中，正是我們扶輪社員宣揚職業服務理念的好時機。 

我們守法的表現以及在職業服務活動中宣揚並實踐崇高道德標準的

行為舉止，都將為我們贏得信賴的關係。這就是職業服務的獨特性。扶

輪社和地區不斷強調扶輪獨有的職業服務理念，將讓扶輪社員可以驕

傲、公開地宣稱，是職業服務讓扶輪具有吸引力。只要我們持續推廣、

強調並實踐職業服務這個扶輪獨一無二的特色，它就會是引領扶輪邁向

未來的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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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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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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