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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十二月四日 

第 18 卷第 14 期 

第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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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 張祈雄 TOOL 

節  目: 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 張祈雄 TOOL、施澧羽 COOLIN、詹振忠 FL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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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七社親子聯誼活動，因此次還有大里國光扶青團的授證儀式，

所以請社友及夫人們踴躍參加! 

下次第 886 次例會社員大會，請社友們如有提案於 12 月 9 日前將

提案傳真至社館。 

最近天氣多變化，早晚溫差大，請社友及夫人出門時記得多帶些保

暖衣物，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今晚例會後召開 12 月份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二、第 886 次例會，12 月 11 日星期四，晚上 6:30 假菊園婚宴會館 

2014-2015 年度社員大會，請社友準時出席。 

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884 次例會，11 月 27 日例會 

1.社友人數: 60位    2.出席人數:45 位    3.出席率: 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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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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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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4 次例會 11 月 27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葉森雄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林炳村 500 元、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劉顯彰 300 元、 

周國昌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李楨祥 300 元、 

鐘錦坤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 

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施豐羽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 

共 7,7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887次例會，原12月18日變更為12月13日(星期六)上午9:00假中

正露營區舉行七社聯合親子活動，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二、第888次例會，原12月25日變更為12月19日(星期五)下午6:00假菊

園婚宴會館與烏日社聯合舉辦聖誕晚會暨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

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出席參加者身上有一項是紅色就

可以，如帽子、上衣、褲子、……等。 

S.P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公告 3460 地區「2014-2015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

推薦通過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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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參照財團法人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103 年 8 月 1日(103)華扶字

第 1415003 號函辦理。 

   2、依據 103 年 11 月 15 日中午 12:30 至下午 17:00 於中華扶輪教育

基金會經 6 位審查委員審查面試通過結果，公告如附。 

3、本地區各扶輪社呈報申請「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獎學金」共計 42

位，其中博士生 10 位，內含冠名獎學金 2位；碩士生 32 位，內含

冠名獎學金 8 位。 

4、核准通過名單，函請查照轉知。 

 3460 地區 2014-15 年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獎學金推薦核准名單  

   大里國光社:施姵宇同學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2014~2015 年度 第二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103 年 11 月 01 日(星期六) 上午 10 點 30 分 

二、地點：新口味海鮮餐廳  (台中市大里區大明路 417 號) 

三、主席：霧峰社社長 潘茂松 PETER PAN、大里中興社社長 洪正東 TONY 

四、司儀：霧峰社秘書 張德川 ENJOY、大里中興社秘書 王廷鈜 HOUSE 

五、出席：應到(41)人; 實到( 27 )人; 缺席( 14 )人 

六、主席報告：希望各社提案部分配合度可以好一點也，可以繼續傳承

下去。 

七、3460 地區總監  (賴光雄 JIM )致詞：略 

八、分區助理總監  (陳永周 AUTO)致詞：略 

九、分區副秘書長  (吳性龍 LIFE) 致詞：略 

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暨執行情形。P5-P9 
十一、提案討論： 

1.案由:請助理總監向地區反應 RI 社員證問題案。   

                          提案人:大里社社長 L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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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每半年都需繳交半年報告及年費，是否能向上反應統一由 RI 發

出社員證，以供社友使用，既能證明社友身分又能提高扶輪形象。 

 決議: 請助理總監行文至總監辦事處，建議由總監辦事處統一向 RI 申

請紙本會員證；各社收到後再自行列印內文護貝。 

 

2.案由:敬邀各社參與 2015.3.1 迎光惠明馬拉松案。                     

提案人:大里社社長 LASER 

說明：由寶旺建設發起及承辦迎光惠明馬拉松，訂於 2015.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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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分區各社共襄盛

舉。 

決議: 由各社友情贊助參與。 
3.案由: 12/13 第 2-3 分區七社聯和親子活動工作分配(詳見附件) 

                            提案人：副祕書長 LIFE 
說明: 3460 地區第 2-3 分區七社聯和親子活動 

一、工作分配 
二、餐飲 
三、獎品提供：助理總監、副祕書長、各社社長&秘書 
四、人數統計 
五、費用分擔 
六、場地安排 
七、節目安排 
八、裁判 
九、工作分配: 
1.社友節目： 
2.夫人節目： 
3.小扶輪節目： 

決議: 請助理總監社先行擬定親子活動施行計畫，另訂於 11 月 10 日召

開籌備會議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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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案由:2014-15 第三屆霧峰扶輪社盃國小軟式棒球錦標賽乙案。 
說明:1.活動舉辦日期:104 年 1 月 28 日至 1月 30 日為期三天。 

   2.活動地點分:(1) 甲場地:吉峰國民小學。 

                 (2) 乙場地:萬豐國民小學。 
    3.開幕時間為 1/28 下午 16:00(吉峰國小棒球場舉行)。 
     閉幕時間為 1/30 冠軍戰結束後舉行，預計中午 12:30(吉峰國

小棒球場舉行)。 
       4.附上經費概算表~~每社配合款新台幣壹萬元整。 
決議:由各社自由贊助。 

 目前贊助:大里中興社配合款新台幣壹萬元整。 
          太平洋社贊助新台幣叁仟元整的禮品。 

十二、臨時動議： 
1.案由:下一次社秘聯席會議訂定事宜，請討論召開時間。 

       （主辦社為: 大里國光社、太平洋社） 
                               提案人: 大里國光社、太平洋社 

 說明 :103 年 6 月 21 日籌備理事會已有暫訂日期為 104 年 1 月 10 日 
      星期六，時間、地點待通知。 

決議：照案通過，地點待通知。 
十三、散會(餐敘) 

每週扶輪思索~~第 90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以下一個議題—我們的扶輪基金會
如何如此的有效且持續的運作，那是起因於金錢配上了扶輪義工主義的
緣故！ 

引用扶輪基金會創始者阿奇‧柯藍夫Arch C . Klumph所說的話：〝只
有錢的話是沒啥幫助的，但是沒有錢，個別的服務是無助的。這兩者加
在一起才可能是一份天賜給文明世界的禮物。〞 
“Money alone does little good.Individual service is helpless 

without money. The two     together can be a godsend to 

civilization.＂ 
你的資金和你的時間、能量和才能對扶輪的使命至關重要。捐出的每一
元會去支持我們的計畫並保持我們扶輪基金會的引擎在全世界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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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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