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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九月三日 

第 19 卷第 7期 

第 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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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3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吳彥恆 SKIN 

節  目:RYE 歸國報告 

    主講人:黃沂溱、胡家萱、胡家瑜 

2015-2016 年度理事 
劉顯彰、劉憲隆、詹順偉
曾復興、曾建忠、張明選
蔡秋明、廖欽烱、何應欽
胡開化、邱仕銅、廖繼鋒
黃承偉、曾文義、施澧羽

社 長：劉顯彰  副社長：曾建忠 秘書：劉憲隆  會計：邱仕銅 糾察：黃承偉

社 務 行政主委：曾建忠
社員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服 務 企劃主委：曾復興
扶 輪 基金主委：廖欽烱
公關委員會主委：詹順偉

節目主委：葉仲任
出席主委：陳威岳 
聯誼主委：鐘錦坤 
社刊主委：廖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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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ARCH 社長的話 

大里國光扶輪社在第 920 次例會已一致推舉出 P.P Jason 擔任

2016-2017 年度台中市第 2-3 分區助理總監，眾望所歸也讓大家期待不

一樣的感受。 

為因應十一月嘉義中區社主辦的三社聯誼，請開始報名參加以便統

計人數，與嘉義中區社安排的住宿確認後，預先收取住宿費用，而當月

份計畫一項＂與扶輪之子看棒球＂的扶輪日活動，今晚理事會討論後會

一併接受報名，以提供票務的安排。 

巴西與美國的 Inbound 學生葉錦煌、戴上文都順利完成報到與開

學，感謝 RYE 顧問與主委的費心，今年會邀請 INBOUND 的交換學生盡量

出席例會。 

八月份不管國內、外都有影響生活的嚴重事故發生，無論颱風、股

市、經濟環境、兩岸關係，但九月份起新生入學、舊生開學又是新的啟

動，讓我們整理心情面對挑戰，九月九日、十日、十一日連續三天，在

光榮國中有牙齒健診的社區服務，請秘書將社友分組後，再請社友安排

時間到場協助。 
 

GEAR 秘書報告 

一、今晚例會後召開9月份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配合繳交2015-16年度上半年扶輪月刊訂閱

費，自104年7月1日起由地區總監辦事處代收, 再上繳「台灣扶輪

出版暨網路資訊委員會」。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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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扶輪出版委員會」現已改組並已更名為「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

資訊委員會」 ，以配合國際扶輪理事會2014年10月會議通過中文

為國際扶輪之支援語文之決議，籌備架設中文扶輪網站提供更多中

文扶輪資訊。因經費巨大，更必須由各社全員繳交中文扶輪月刊之

訂閱費以為支應。  

2、依據國際扶輪細則第20章20.030.1.條「雜誌之訂閱」及模範扶輪

社章程第14 章「扶輪雜誌」之規定，每一位社員在其持有社員資

格期間即應訂閱國際扶輪理事會核准並規定訂閱之扶輪雜誌；兩名

(寶眷/親子)扶輪社員居住同一地址者可選擇合訂一冊扶輪月刊；

訂閱費以每6個月計。此乃扶輪社員取得社員資格之條件，包括繳

交年費、出席例會之外另一項義務。  

3、敬請各社於104年9月25日前按附件RI公告7月1日之各社社員人數

(意即包含 衛星社社員)，將上半年(7-12月) 訂閱費每人新臺幣

600元統一繳交至以下帳戶，以便地區在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

委員會規定期限之前統一匯出費用。 

銀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銀行代碼：803) 

戶名：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5-2016年度總監邱世文 

帳號：069-10-0015221 

※敬請各社於匯款單註明社名及繳費人數，傳至總監辦事處以便確認

完成。 

Email：3460dg1516@gmail.com，傳真：25275938，電話：25270255。 

※社員若為同一居住地址之眷屬，請社辦逕行協調由其中一人所屬社繳

納，不需繳納之社員所屬社請於傳送匯款單時標註出「姓名及

Nickname: 費用已由社/姓名:      Nickname:      代表繳納」。 

※已向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委員會完成繳納扶輪月刊費用之各

社，敬請提供匯款單影本予地區辦事處核對，並請註明社已向台灣扶

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委員會繳納人費用，若繳費未達RI公告7月1日人數

之各社，請依據上述繳費說明向地區辦事處補繳費用。 

4、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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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20 次例會，8 月 27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 43  位   3.出席率:  70 %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 第 920 次例會 8 月 27 日歡喜:劉顯彰$1,000 元、劉憲隆 500 元、 

詹順偉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張明選 300 元、

林炳村 1,000 元、賴基詮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

吳宗隆 2,300 元、鐘錦坤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

張祈雄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黃志豊 300 元、許晁偉 300 元，

共 10,400 元。 

COPPER 會計報告 

一、請社友繳交 2015-16 年上半年度社費，社長:45,030 元、秘書:36,154

元、副社長:38,962 元、理事:35,158 元、社友 33,89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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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I 節目主委報告 

一、下週第 922 次例會，於 9 月 10 日下午 6:30 假菊園婚宴會館舉行專

題演講:工廠防火安全介紹，主講人:烏日社秘書劉書宏 Fire，請

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二、第 923 次例會，原 9 月 17 日變更為 9 月 20 日，上午 11:30 假摩登

樂庭園燒烤(台中市東山路2段151-3號)舉行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

活動，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三、第 924 次例會，原 9 月 24 日變更為 9 月 26 日，社友張祈雄 TOOL

公子結婚喜宴，上午 11:00~12:00 雞尾酒會迎賓，12:00 準時入席，

地點:台中林酒店三樓國際廳(台中市朝富路 99 號)，請社友、夫人

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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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告下週專題演講 

【講題】工廠防火安全介紹 

【主講人】烏日社秘書 劉書宏 FIRE     

【學歷】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工程 學士 

     廈門大學 建築設計及其理論 碩士 

【經歷】承安實業有限公司(台灣前 3 大消防公司) 

     全聯防災機構  (台灣前 10 大消防公司) 

     宇呈室內設計 執行長 

     魔豆產品設計公司 經理 

【現任】恒州大砌展業有限公司 經理                 

【演講摘要】 

1.認識火災 

2.工廠火災特性 

3.目前台灣消防安全檢查制度介紹 

4.工廠消防設備介紹及規劃 

每週扶輪思索~~第 102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用家庭來強化扶輪。 

扶輪家庭的觀念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 

扶輪並不只是提升個人事業而已。扶輪社在最佳的情況下，不僅鼓

勵吸收多元多樣的社員，還可同時建立類似家庭的個人關係。 

扶輪的家人參與扶輪社的活動為何重要？ 

扶輪社員參與大量的各式活動，行程安排的衝突便需要決定事情的

優先順序。眷屬若能參與扶輪服務與社交活動，將更能充分瞭解為何扶

輪社員即使在與其他需求衝突時也要投入時間在扶輪的原因。 

扶輪社要怎麼做才能適合社員的家人參與？ 

對扶輪來說，其困難在於對社內所有組成份子─扶輪社員、社員家

人、已故扶輪社員的配偶、甚至前扶輪社員─扶輪社都要保持敏感。一

個扶輪社可以創造出支持及有益於社員的共同合作精神。 

他們審查扶輪社與其社員的關係如何。社裡是否與患病社員保持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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繫？是否支持事業發生問題的社員？對遭遇喪親之痛的扶輪社員或其

眷屬有何行動？是否注意到參與漸少的社員？是否新社員覺得是這個

扶輪社「大家庭」的一份子？總而言之，扶輪社員是否伸出援手彼此相

互扶持？該委員會協助理事會與該社其他委員會推行適當的變革。 

扶輪家庭的觀念是否可作為社員成長的工具？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曾經說過：「要離開一個你沒有奉獻投入

的團體很簡單。但是要離開家庭卻是很困難。」人們覺得在某個組織自

在得像在家一樣，便不會離開。這項由國際扶輪社長所發起的活動突顯

有必要創造這種環境，將可造成社員大幅成長防止流失。 

扶輪社員家庭的家人在接觸扶輪大家庭之後有可能成為社員嗎？ 

當社員家人也參與時，扶輪這個組織的價值則便不證自明。我們相

信社員家人也會加入扶輪社成為現職社員，只有對有年齡或性別限制的

扶輪社才會構成問題。於全世界的扶輪社來推動扶輪家庭的觀念是否需

要考慮文化的差異？ 

當然，扶輪在許多文化中已發展興盛近100年。它可以適應所在地

的文化，並與時代並進。我相信扶輪社員將會自行調整這項概念來符合

其自身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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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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