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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十月二日 

第 18 卷第 9期 

第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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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週例會 10 月 2 日(星期四)下午 6:31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胡開化 MOLD 

節  目: 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黃健源 DRUG STORE、邱翊紘 WILLY、陳信宏 F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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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副社長 ARCH、秘書 WELD、各位 P.P.，各位社友及

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因變更例會的關係有三個禮拜沒有正常例會了，非常想念大家，最

近也密集的參加地區團隊所舉辦的會議，其中有年會誓師大會，扶少團

幹部的訓綀，各社總監公式訪問等。今年大里國光社在 3460 地區大放

光芒，也非常得到總監 JIM 的肯定，常以大里國光社做為案例在各社做

模範宣導，身為大里國光扶輪社社長的我倍感榮耀，也貫徹實行了今年

RI 主題---光耀扶輪、光耀大里國光扶輪社，最後也希望各位社友及夫

人們都能以身為大里國光扶輪社社友為榮，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今晚例會後召開 10 月份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二、烏日社來函:感謝 貴社響應本社社區服務活動-送愛至偏鄉學校捐

贈書籍。 

說明：1、本社發動本分區友社贈書，以充實偏遠學校圖書館珍藏，

承蒙熱烈捐書;業經彙整裝箱竣事。 

2、已於9 月2 日(星期二)早上九時,假南投爽文、鯉魚、桶

頭等國小辦理捐贈。 

3、特函申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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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監辦事處來函: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團體研究交換計畫（GSE）團

員甄選面試 

日期：103 年 10 月 4 日（星期六）上午 

報到時間：A 組：9：00；B組：10：10。 

面試地點：台中市西屯區市政路386號 19F展頌公司，TEL：04-23111313

分機191。 

依據：103 年 9 月 1 日光字第 14150806031 號函辦理。 

注意事項： 

1.各申請人請準備 7 分鐘的英文介紹(PPT)，內容包括自我介紹、專

業領域、參與 GSE 計畫的期許、想參訪的機構等。 

2.請各申請人務必準時參加面試，並攜帶本通知報到俾利作業。 

正本：各GSE團員申請人 

四、11 月 15、16 日(星期六、日)舉行秋遊暨三社聯誼活動， 

行程: 11/15(六)上午 09:40 三社集合於西湖渡假村 

(1)打球社友~10:00 車上午餐，10:40 於豐原球場開球，下午 17 點
離開球場 

(2)沒打球社友~旅遊三義風景區景點 
(3)時間18:30~19:30於西湖渡假村晚餐聯誼;19:30~20:30 

晚會聯誼;20:30~21:30營火晚會帶動唱(廣場) 
21:30~23:30 K.T.V聯誼→夜宿西湖渡假村 

11/16(日): 08:00 Morning Call →08:30早餐  
09:00出發西湖渡假村園區導覽→11:30午餐西湖渡假村園麗景餐廳
→13:30 三社聯誼結束，請社友、夫人、小扶輪踴躍報名參加。 

五、大里中興社來函:本社原預訂於民國一○三年十一月八日（星期六）

舉辦第十八 屆授證慶典活動變更為授證旅遊方式舉辦，特此通知。 

   說明 :本社為了改變另一種活潑，健康的授證慶典方式，經第四次  

理事會議通過變更授證慶典活動為戶外旅遊方式並結合秋季旅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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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二天一夜(11/8~9)旅遊活動，原預定邀請分區各社聯合例會之計畫

一 併取消，造成 貴社例會活動安排之困擾謹此致歉。 

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876 次例會，9 月 26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位    2.出席人數: 51  位    3.出席率: 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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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接授證~新社友$48,873 元、 

總監公式訪問授證~新社友$42,150 元 

 

LAWYER 糾察報告 

一、第 873 次例會 9 月 4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葉森雄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廖欽烱 300 元、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蘇武宗 300 元、

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劉憲隆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胡開化 300 元、

蔡永富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張祈雄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施澧羽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吳彥恆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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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英彥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陳茂煒 300 元、輔導委員黃國漢 1,000

元，共 11,7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878次例會-10月9日 (星期四 )下午6:30假菊園婚宴會館(大里德

芳南路450號)舉行專題演講:淺談失智症，主講人:長春健診機構 賴

明珠總經理，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二、10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FRUIT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踴躍推薦優秀青少年報名參加明年二月舉辦的

『RYLA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訓練營』，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明：  
1、本地區訂於明年二月舉辦『RYLA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訓練營』，

其目的在於培養青少年的領導能力、優秀的公民素質以及溝通
協調能力，並激發服務熱忱，進而成為社會領導菁英，造福人
群。 

2、活動時間 : 2015 年 2 月 8-9 日(星期日、一)，兩天一夜。 
3、活動地點：東勢林場(台中市東勢區勢林街 6-1 號)，適逢櫻花

盛開季節。 
4、主 題：「成為帶動改變的人」。報名期間，針對此主題舉辦徵圖
比賽，遴選一位，將獲頒豐盛獎品，詳細辦法請至RYLA網站參閱。 

5、報 名 費：每人 NT$3,000 元(每社應繳 NT$3,000 元，可抵一人
報名費)，歡迎各社多多推薦優秀青少年報名參加。 

6、交 通 費：每人 NT$500 元(安排交通車來回定點接送，有需要者
才繳付，並請上網登記)。 

7、報名方式： 
1)自即日起，一律採用網路報名，請欲參加之學員先取得推薦
社之認可，再自行至 RYLA 網站
https://sites.google.com/site/d3460ryla/home ，依序填
入相關必要資料；無法上網者，得請推薦之扶輪社代為上網報
名。所有報名之學員，皆須經由推薦社之認可，並由各社於報
名截止日前統一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相關匯款單及推薦學
員名單，請傳真或 e-mail 至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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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截止日期：2014 年 10 月 31 日。報名費與交通費一起匯款，繳費

後概不退費。 

9、參加人員：限 14 至 18 歲，名額以 320 人為限，依報名先後優先

錄取，額滿為止；近年來報名踴躍，請各社提早報名，以免向隅。 

10、繳費方式： 

1、匯款，帳戶資料如下： 

戶名：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20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銀行：國泰世華銀行台中分行   銀行代號：013 

帳號：006-50-611618-8 

2、開立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20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郵寄地址：400 台中市中區中華路二段 26 號 

收件人：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20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電話：04-2201-5105； 傳真：04-2201-0036 

E-mail：3460dg1415@gmail.com；聯絡人：呂淑蘭 Rita 

11、相關之安全守則、營規約定書、報到單、交通車接送登記表及活動

內容，將公佈於 RYLA 網站，請上網瀏覽。 

12、有關 RYLA 問題，請洽詢地區 RYLA 主委尤昭明 Rtn. Air (台中大

同扶輪社)，電話: 04-2293-1235。手機：0915-255-578。 

E-mail：andy35@ms8.hinet.net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8 屆 9 月份理事會會議記錄 

壹、日期：103 年 9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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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人、缺席  4 人 

詹順偉、葉森雄、曾復興、劉顯彰、劉國勳、周國昌 

      黃文隆、何應欽、陳鴻文、劉憲隆、胡開化 

肆、列席：曾建忠、吳宗隆 

伍、主席報告： 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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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8 月份收支表 (附件一)。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第 880 次例會原 10 月 23 日變更為 10 月 24 日女賓夕、
扶輪家庭聯誼活動，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 Rye 委員會國際交換生-清寒 OB 學生補助案。 

說明:  
1.發揚扶輪服務精神，RYE 委員會計畫於今年提供 2位清寒學

生各 20 萬元。 
2. 推薦社必須負責接待及補助來回機票費用。 
3. 請於 9/20 前報名推薦。 

決議：照案通過(附:學校負責安排接待 2棒以上) 
四、請通過社區服務案:中寮鄉永樂國小~運動服製作工資54件

*220=11880元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扶輪少年服務團第五屆年會於 104 年 4 月份在興大附中舉
行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地區團體交換計畫(GSE)由扶青團團員中甄選一位參加。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討論社館租約事項:租約於 103 年 8 月 31 日到期，是否續約，
年期? 

決議：邀請理事、本社前社長參觀新地點(永隆路)後討論再決議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 

                        

每週扶輪思索~~第85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關於扶輪曾於太空留下紀錄？ 

有。馬里禮蘭的扶輪社為扶輪在火星上留下紀錄。在美國科學太空

總署正式宣佈其抵達火星的拓荒者號太 

空器自1997 年10月至今毫無音訊的消息之後，近代史上最偉大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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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任務之一終於告一段落。可是由於在華盛頓特區扶輪社的努力，至今

火星上仍存留著一點點扶輪的紀錄。 
在火星拓荒者號於1996年12月發射之前，位在馬里蘭州的波多馬

克—貝斯達扶輪社全體社員的簽名被掃描進入電腦，然後將這些簽名的

影像印刻在一個矽微晶片上，稍後這個晶片被嵌在拓荒者號上。已逝的

卓甄．拉赫博士曾任太空總署總部職員，並隸屬該扶輪社。他是促成此

一安排的重大功臣 
 

活動照片 

 

 

 

 

捐贈~十九甲分隊購買防火宣導服裝    社長及社友參加社友 JAMEI 社友公子結婚

喜宴 103.09.12 
 

重陽節暨扶輪家庭聯誼、扶輪之子捐贈儀式 103.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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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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