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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十一月六日 

第 18 卷第 12 期 

第 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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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黃承偉 ROLLING 

節  目:專題演講 

主講人:卡內基訓練 劉彥豪經理 

講  題:卡內基溝通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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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貴賓卡內基訓練 劉彥豪經理，大家晚安、大家好！ 

   這個月的 15、16 日是三社聯誼的日子，並且這次也是由我們大里國

光扶輪社來主辦，希望還沒報名的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11 月 15、16 日舉行秋季旅遊暨三社聯誼、高爾夫球、休閒、職業

參觀、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15 日上午 8:00 集合於潮港城國際
美食館，備早餐(台中市南屯區環中路四段 2 號)交通工具:遊
覽車(社友車輛請停放潮港城第三停車場)是日請社友、夫人穿著社
長贈送之休閒上衣。 

11/15 三社上午 9：20 於西湖渡假村集合 

◆不打球社友及夫人→客苗栗客家文化園區 →約於 12:30 到達飛牛

牧場午餐→5 點前回到飯店休息一下,準備享受豐盛的晚餐及晚會

節目,節目時間表如下: 

(1).18:00~20:30 晚餐及晚會聯誼時間目) .餐廳 

(2).20:30~21:30 渡假村晚會帶動唱時間. .廣場 

(3).21:30~23:00KTV 聯誼時間. ....香草廳 
◆高爾夫球 10:20 報到， 10:40 準時開球，午餐賣店(100 元用餐)

地點：豐原高爾夫球場，下午 16 點 30 分離開球場 

11/16(日): 7:00Morning Call →07:30 美味的早餐 → 

   08:30 準時出發園區導覽活動→11:00 退房並將行李上各社遊覽車→

11:30 西湖渡假村麗景餐廳用午餐→14:30 三社聯誼結束→職業參觀

~般若科技(股)公司→17:00 潮港城國際美食館餐敘舉行扶輪家庭、

女賓夕活動(※未參加三社聯誼的社友暨寶眷請一齊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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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里社來函邀  地區各社一同共襄 2015 迎光惠明馬拉松盛舉事由。 

說明：1、由本社社友劉明宗 BUILDING 公司寶旺建設發起及承辦迎

光惠明馬拉松，訂於 2015.03.01(星期日)上午 6 點起跑，本次活

動淨收入、企業捐款、認養計畫都將全數捐助給台中私立惠明盲

校，合辦、協辦、贊助單位熱情邀請中；馬拉松活動報名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4 日，敬邀地區各社共襄盛舉。 

三、總監辦事處來函: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37 屆友誼商店須知 
1. 開店日期：104 年 3 月 28 日(週六)及 3月 29 日（週日） 
2. 開店時間：3月 28 日上午 10：30 設置完成；下午 18：00 結束。 

3 月 29 日上午 8：00 到下午 15：30 結束； 
下午 15: 30～16：00 將攤位恢復原狀，並打掃乾淨。 

3.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惠蓀堂南側平台（台中市南區國光路 250 號）。 
4. 費用 : 租金新台幣一萬元整。 
5. 提供設備：會場提供每攤帳篷 3*3 米 1 頂、桌子 1 張、椅子 2 張。 
6. 預期效益：本屆年會報名與會社友及夫人約 5000 人。 
7.注意事項：a.會場不提供水、電。 

b.商店吊牌統一製作。 
 c.所販售之商品，絕非違禁、仿冒或黑心商品。 
d.各攤商製造的垃圾需自行打包放到大會指定位置。 

              e.禁止使用擴音器、麥克風喇叭、瓦斯式氣笛…等噪 
音製造物。 

8. 報名截止日期 : 104 年 1 月 31 日 
9. 聯絡人 : 台中西屯扶輪社幹事 : 張瑜真 

地址 : 40759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 2 段 666 號 B1 

電話 : 04-23165788   傳真 : 04-23165777 

網址 : http://www.situen.org.tw 

E-Mail :situen.rotary@msa.hinet.net 
四、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第 37 屆地區年會活動，如

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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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地區第 37 屆地區年會將於 104 年 3 月 28、29 日（六、日）
兩天假國立中興大學惠蓀堂舉行，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參
加。 

2、地區年會委員會及團隊正緊鑼密鼓，積極策劃第 37 屆地區年會，
呈現溫馨、藝術、歡樂多的主題。 

3、分攤費及報名註冊費：分攤費用援例每位社友負擔 NTD800，註冊
費每人 NTD1,200，寶眷社友比照寶眷繳交註冊費每人 NTD1,200。 

4、繳交方式：  
    電匯銀行：國泰世華銀行台中分行（銀行代碼 013） 
    帳號：006-50-611618-8 
    戶名：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4-2015 年度總監賴光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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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段 26 號  
               3460 地區 2014-15 年度總監辦公室賴光雄 收 

5、自即日起報名，一律採用網路報名，網址近日會再通知，敬請於 104

年 1 月 20 日前能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繳費後請彙整以各社

名義繳交，並請用 E-mail 方式回傳（3460dg1415@gmail.com )，

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五、霧峰社來函敬邀共同參與本社所舉辦之社區服務活動：『霧峰扶輪

社盃國小軟式組棒球錦標賽』。 

說明:  

1、為宣揚國際扶輪熱心公益之精神、鼓勵推動傳揚國小體育，倡導

校園運動風氣，讓參賽學童能在比賽競技中，培養德、智、體、

群、美之全人教育，乃策劃舉辦『霧峰扶輪社盃國小軟式組棒球

錦標賽』。 

2、此次比賽計劃邀集新北市、苗栗縣、彰化縣、彰化市、南投縣、

南投市及台中市等之國民小學學童組隊參加，共計 12 隊。 

3、比賽資訊: 

   ＊比賽日期：自 104 年 01 月 28 日起至 30 日止，為期三天。 



 

 
 

 

 

 
5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比賽地點： 

    (一)甲場地：臺中市霧峰區吉峰國民小學簡易棒球場。 

    (二)乙場地：臺中市霧峰區萬豐國民小學簡易棒球場。 

   ＊開幕典禮：暫定 104 年 01 月 28 日(星期三)下午 4 時正。 

    (開幕典禮之後，隨即於下午 6時正，舉辦『選手之夜』，希望

透過球員間經驗交流、友情互動，聯繫彼此情感)。 

   ＊閉幕頒獎典禮：104 年 01 月 30 日下午 12 時 30 分舉行。 

     (開幕典禮、選手之夜、閉幕頒獎典禮地點均在吉峰國小舉辦) 

     4、此次活動所需總經費為新台幣壹拾伍萬貳仟肆佰捌拾元整，受

邀共同主辦之各社配合款為每社新台幣壹萬元整。 

 5、敬邀 貴社~~共襄盛舉。 

     6、隨函檢附本次活動『霧峰扶輪社盃國小軟式組棒球錦標賽』之

活動經費概算表，敬請參酌之。 

     7、特函奉邀。 

六、助理總監來函:主旨本分區(霧峰社、大里社、太平社、烏日社、 

大里國光社、大里中興社、太平洋社、大里國光扶青團)八社團將

於 12 月 13 日（六）舉辦聯合青少年登山聯誼活動 。 

           說明: 

1、活動時間：2014 年 12 月 13 日（六）上午九點至下午 2點 
           2、活動內容：9:00~9:30   中正露營區停車場集合 

                        9:30~10:30  健行、登山 

                        10:30~12:00 體適能闖關團康活動 

（分三大組，社友組，夫人組，小扶輪組） 

                       12:00~14:00  午餐聯誼 

                       14:00~       活動結束 

        3、因此活動人數眾多，準備工作繁雜，煩請各社於 11/10 前回報參加 

            人數，以利活動與餐點的安排。（參加人數用餐人數回報給太平社） 

  4、敬邀本分區全體社友伉儷及小扶輪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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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880 次例會，10 月 24 日例會 

1.社友人數: 60位    2.出席人數:56 位    3.出席率: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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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9 次例會 10 月 16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曾復興 3,300

元、劉國勳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廖欽烱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

★ 恭賀社友王元龍 PAPER 新廠落成，社長、秘書暨全體社友同賀! 

★ 恭賀社友王崇翰 DRAGON 喜獲千金，社長、秘書暨全體社友同賀! 

★ 恭賀秘書葉森雄接任草屯商工家長會會長，社長暨全體社友同賀!

★ 恭賀社長詹順偉接任永隆國小家長會會長，秘書暨全體社友同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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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劉顯彰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黃文隆 300 元、李楨祥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 

邱仕銅 300 元、黃健源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黃志豊 300 元、 

助理總監陳永周 1,000 元、大里中興社 1,500 元、文心社江瑞啟 500

元，共 12,1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11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ROLLING社區服務主委報告 

一、11月22日星期六上午9:00假大里大買家量販店前捐血車舉行台中市

第2-3分區聯合捐血活動，請社友依分組表準時出席 

 

 

 

組 別 時    間 參 加 人 員 

第一組 9:00~10:15 

詹順偉、葉森雄、黃承偉、賴基詮、黃輝錦、

曾復興、曾建忠、戴百樟、蔡秋明、劉國勳、

黃文隆、張煥文、莊榮華、林炳村、李盛明、

林秉裕、黃國卿、張裕宜、何應欽、李楨祥、

廖繼鋒、葉秀仁、胡開化、王崇翰、張祈雄、

王元龍、曾文義、邱翊紘、詹振忠、陳信宏、

陳威岳 

第二組 10:15~11:30 

張明選、廖欽烱、李國文、林登華、陳誌平、

劉顯彰、周國昌、蘇武宗、陳益武、林銘鑒、

陳鴻文、廖朝南、吳宗隆、廖偉帆、鐘錦坤、

謝雲龍、劉憲隆、康賜鑫、林金雄、邱仕銅、

賴榮松、簡聖隆、吳敬堯、蔡永富、葉仲任、

黃健源、施澧羽、黃志豊、吳彥恆、黃英彥、

陳茂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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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 題:卡內基溝通秘密 

主講人: 劉彥豪資深講師 

現 任：卡內基訓練資深講師 

曾 任：日盛期貨營業員(投資策略講師) 

        建華期貨營業員(投資策略講師) 

學  歷:空軍航空技術學校 

成功座右銘：對的事要堅持 

         熱忱是成功的關鍵 

個人事蹟 

Dale Carnegie University 認證合格講師 

卡內基訓練 少年班講師 

卡內基訓練 青少年班講師 資深講師 

卡內基訓練 大學班講師 資深講師 

卡內基訓練 戴爾卡內基班 資深講師  

演講／授課／輔導過的單位，例如：昱龍不銹鋼公司班(講師)、 

永寬化學公司班(講師)、政益實業公司班(講師)、南山人壽、金益成精

密、名人水族器材、比提婚紗、苗栗大千醫院、東興扶輪社、亞太獅子

會、卡內基學長聯誼會、大里工業區、空軍清泉崗基地第三飛行大隊、

BNI 協會、騰達汽車、益銳股份有限公司、矽品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順晉實業、茱莉亞婚紗、繼光香香雞、財團法人精密機械研究發展中心、

IMC 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青年高中………. 

社友劉憲隆 Gear~扶輪之子＂計畫推動紀實 

2014-2015 年度地區總監 Jim 賴光雄於上任前即提出社會福利措施

中的認養計畫，由扶輪人來進行的年度社區服務計畫取名為＂扶輪之

子＂，呼龥扶輪社友勿以善小而不為，正如滄海之一栗，以小額捐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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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蕩漾出陣陣的漣漪，在得到往後兩屆的地區總監 Dental 邱世文與

Joy 陳俊雄的支持下允諾接續辦理後，得以順利展開執行。 

本社 P.PJason 林炳村因擔任扶輪之子的地區委員會主委，七月後

藉由公式訪問隨行而進行說明與宣導，在得到各社迴響而陸續展現出成

績。大里國光扶輪社本屆社長 Stainless 強力配合，先由本社扶輪之子

主委 Rain 莊榮華於六月中旬接任前已先組成籌備會，決定了(一)認養

額度(二)領養學校計有國立霧峰農工、國立台中高工、國立興大附中、

市立大里高中等四校(三)成立基金會以供持續認養。並於七月十日第

866 次例會中由地區主委 Jason 報告扶輪認養辦法，並當場由社友進行

認養與認捐當天出席社友百分之百簽認支持，共計認養二十五名、並以

認捐金額納入基金，而非社員施澧羽因認同此項計畫主動參加例會了解

細節，不只參與認養隨後還接受邀請申請入社成為社友，急公好義的義

行令人佩服。而後，社友 Megus 張裕宜常期認養南投地區貧困學童，名

額也悉數撥入本計畫，年度秘書葉森雄藉由國立台中高工校友會名義與

本分區烏日社分擔認養該校貧困學生，至八月份止認養學校增加了南投

縣中寮地區的國中小學等四所學校，本社已領養累計至五十一位扶輪之

子，本社隨後於八月三日藉慶祝父親節活動配合陶藝家謝明融與油畫家

謝滄益父子倆提供作品舉辦義賣活動，將社友踴躍認購所募得款項計新

台幣一十餘萬元整撥入扶輪之子基金，感謝兩位藝術家的佛心善行。 

南投地區的認養發表與相見歡活動，於十月七日擇期進行，大里國光社

的社友與夫人們集合後，主委 Rain 領銜聯袂訪問中寮國中、永樂國小、

和興國小、爽文國中等四校，並受到校長、主任與學童們的熱情接待，

甚感溫馨。希望受扶助的學童在生活中建立起健康的人生態度，在心靈

中點燃一盞燈轉化為生命的動力，為將來的理想而奮鬥，也希望伸出的

援助能開出一片福田，前 RI 社長 EdwardF.Cadman 說過再微小的燭光也

能滲透最黑暗的夜晚。扶輪之子計畫不只是現在式，也是進行式更是未

來式，在未來兩位接任地區總監的背書下，每一認養個案都是以三年為

期，往後各社成立扶輪之子委員會後，請配合上網登記該社認養學校名

稱及認養人數，如有需要地區委員會並提供認養資訊給各社媒合認養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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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扶輪之子網站及資訊平台聯絡人:www.rotory-child.url.tw 副主委:

曾建忠 NetE-mail:3460@rotary-child.url.tw。 

 

每週扶輪思索~~第 88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一下關於地域雜誌--中文的扶輪雜

誌。 

中文的扶輪雜誌在1960年創刊，在台北出版。初期為季刊， 1990 年

7 月改為月刊「扶輪月刊」The Rotarian Monthly，發行對象為台灣、

香港、澳門三地的華語扶輪社。 

保有自己的特色、國家風貌、編輯自由今天英文扶輪月刊和其他地

域雜誌已建立了合作互利的工作關係。資訊自由分享，而且在雜誌出版

領域上也彼此交換專業經驗和互相幫忙。這套成功的制度使得國際扶輪

能將國際訊息透過此一獨特的通訊網散播到全世界。英文扶輪月刊每個

月的文章及照片都會寄送給各地域雜誌，包括社長文告、扶輪消息、消

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劃專欄，以及推廣國際扶輪主題和國際年會的特別

報導。雖然地域雜誌協助了國際訊息的傳遞，同時每個地域雜誌也能夠

保有自己的特色、國家風貌，以及編輯自由。 

這些友善且多采多姿的地域雜誌是經過許多年才發展起來的，期間

也經歷一些成長的痛苦。地域雜誌並非由國際扶輪發起，而是由各國扶

輪社員所倡導的。 

他們自告奮勇滿足各界對於當地扶輪資訊的需求，而且通常用當地

語言出版。在早期，並沒有管理這些雜誌的規則或正式的政策。地域雜

誌甚至曾經被有些人認為是在與英文扶輪月刊競爭。 

訂閱扶輪雜誌是社員資格的條件後來情勢逐漸朝給予地域雜誌正式

承認，以及建立規則和指導方針的方向一步步發展。根據國際扶輪理事

會1977年10-11月會議記錄，「1977年舊金山立法會議通過的77-67號制

定案允許扶輪社員選擇訂閱公式雜誌或『指定的』地域扶輪刊物。該制

定案也對國際扶輪細則第十九章做了 

部分修改，增添了以下條文： 

第三條—（a）美國與加拿大以外之各扶輪社，除後文另有規定外，



 

 
 

 

 

 
11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應以訂閱英文扶輪月刊或由國際扶輪核定各社訂閱之地域扶輪雜誌為

其現職、資深現職，及退職社員之條件，且於其持有社籍期間，均應為

國際扶輪公式雜誌或國際扶輪理事會核准並指定該社訂閱之地域雜誌

的付費訂戶。」 

根據國際扶輪政策，在此決議之前，扶輪社員無權選擇訂閱地域雜

誌代替公式雜誌。根據早期國際扶輪的政策，他們必須訂閱英文扶輪月

刊或世界總部過去出版的「西班牙文扶輪」Revista Rotaria。回顧起

來，地域雜誌家族的形成是一項合理的發展，因為英文扶輪月刊只有用

英文出版，而且頁數有限，無法仔細報導全世界每個國家的扶輪現況，

地域雜誌剛好可彌補其不足。 

 

 

 

活動照片 

10月份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於菊園婚宴會館10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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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14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15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16

 
2014-2015  1031106 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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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