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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九月十日 

第 19 卷第 8期 

第 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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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例會 9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吳彥恆 SKIN 

節  目:專題演講 

    主講人:烏日社秘書劉書宏 FIRE 

    講  題:工廠防火安全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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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南部縣市發生的登革熱疫情已發展成台灣公共衛生的防疫課

題，雖然現在學校已開學不是人潮移動的熱門時間，但是在學校內仍有

群聚感染的顧慮，近日將出入台南以南的社友請注意穿著避免蚊子的叮

咬，並注意學齡中小扶輪出入學校的人與環境的變化。 

今晚的專題演講邀請了學經歷豐富的烏日社秘書劉書宏 Fire 擔任

主講人，為大型場域的消防安全與設備做一個實務上的說明，他具有消

防設備師的證照也取得安檢人員證照，無論是設計端或使用端都能為委

託人做出經濟又有效的規劃，並取得主管單位的使用許可。 

九月九日、十日、十一日光榮國中口腔健診，由社友 Young Dentist

邀請診所醫療團隊支援，明天最後一天作業後由地區獎助金補助的年度

社區服務工作就全部執行完成，剩下的憑證登載與結案報告會陸續補做

完成，大里國光扶輪社在 3460 地區完成了一項名列前茅的工程。 

慶祝中秋節活動，因場地的關係選在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中午舉

行，社友與夫人寶眷請踴躍參加，並邀請夫人們登記歌唱節目，在此預

祝大家中秋佳節愉快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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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社長鼓勵社友及寶眷們報名註冊參加2016 
首爾國際扶輪世界年會。 

說 明： 
1、2016首爾國際扶輪年會2016 Seoul RI Convention將於2016年5月

28日~6月1日在韓國首爾KINTEX 展覽中心舉行。 
2、截止2015 年8 月31 日止，全世界有3,190 人報名，台灣只有27 位
報名(明細如下) :  
地區DG    向RI預估註冊人數     目標已註冊/繳費中 

3460          400                  6  
3470          200                  0  
3480          400                  12  
3490          500                  2  
3500          300                  0  
3510          300                  1 
3520          500                  4 
不知名                              2  
總計         2,600人               27 人 

3、敬請各社社長鼓勵社友及寶眷們與扶青團員盡量在2015年12月15日
以前，趁早自行上RI網站註冊，以節省註冊費用，明細如下， 
英文的註冊網
站:http://www.riconvention.org/en/seoul/resources 
第一次截止日        第二次截止日         第三次截止日 
2015年12月15日前   2016 年3 月31日前  2016 年3月31日後， 

到年會結束 
社友每位US$310        每位US$375               每位US$440  
扶青團每位US$70       每位US$100               每位US$130  

4、1)這次首爾國際扶輪年會在所有的全會中都有中文現場翻譯，並有

中文組的分組討論、扶輪領導人高峰會議、扶輪家庭特殊才藝的決

賽、特別安排一個社區服務計劃、友誼之家內台灣館的開幕剪綵等

精彩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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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並有地主籌備委員會所安排的售票活動: 三公里為和平健走的活

動、在奧林匹克公園體操體育館的歡迎嘉年華會、在首爾藝術中心

交響樂團演奏及在高陽亞蘭鸚鵡藝術中心的韓國仙女節芭蕾晚會

(均可直接在網站上購票)。 

3)另有RI 所舉辦的三場售票午餐會(均可直接在網站上購票)。 

5、行程的安排，可由各社自行選擇旅行社，3460地區也會安排一組行

程，旅行社及行程表確定後會再公告。 

6、敬請查照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敬請各社於今年9月15日前將2016-17年度分區助

理總監及社長當選人名單，提報2016-17年度總監當選人陳俊雄Joy

辦公室籌備處，俾便共同辦理2016-17年度國際扶輪社長當選人

(RIPE) John Germ於2015年10月1~7日訪台接待事宜。 

附件：104年10月6日歡迎RIPE高雄餐會報名表說明： 

1、RIPE John Germ訂於104年10 月1-7 日抵台訪問。根據以往RIPE

來訪，均由各地區指派社友參加接待事宜之籌備，本地區負責召

集150位社友及寶眷參加歡迎晚會。 

2、敬請2016-17年度分區助理總監及社長當選人均能報名參加，以增

RIPE訪台之光彩。 

3、謹定104年10月6日於高雄舉辦歡迎晚會: 

時間：104年10月6日晚上18:00–晚上21:30 

地點：高雄漢來小巨蛋(地址：813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路767號9

樓，電話: 07-555-5113） 

報名費用: 註冊費NT$1,400 + 交通費NT$300 = NT$1,700 

集合地點: 預計4台遊覽車, 發車時間與集合地點並不相同。 

搭車地點集合時間 

美術館1              下午13:30 

美術館2              下午14:15 

清水休息站            下午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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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市旭光西路停車場  下午14:15 (松戶日本料理對面) 

匯款帳號: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戶名: 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2017年度總監陳俊雄 

帳號: 069-10-0018009 

4、2016-17年度總監當選人陳俊雄Joy 總辦籌備處e-mail：

3460dg1617@gmail.com，傳真：04-25661185，電話：04-25668888

分機803(謝秘書）。 

三、總監辦事處來函:敬邀AKS會員暨巨額捐獻社友參加2015馬尼拉扶輪

研習會巨額捐獻表彰午宴。 

附件: 附件一、國際扶輪10B 地帶區域扶輪基金協調人公文 

附件二、2015.11.6表彰巨額捐獻議程表 

附件三、2015-16年度各社承諾巨額捐獻名單 

說明： 

1、2015 年11 月6 日（星期五）上午8 時45 分至下午12 時15 分，

假菲律賓馬尼拉Sofitel Philipine Plaza Manila 舉行2015 年度

區域扶輪基金研習會。下午12:30至14:20 舉行巨額捐獻者表彰午

宴( Major DonorRecognitionLunch )。 

2、敬請AKS會員與巨額捐獻社友踴躍參加巨額捐獻表彰午宴。 

3、請各社於2015 年9 月25日前將參加巨額捐獻表彰午宴之AKS 會員

與今年度巨額捐獻名單提報總監辦公室，以利安排上台接受RI 社

長當選人RIPE John Germ 表揚。 

4、已註冊區域扶輪基金研習會者，毋須再另外註冊巨額捐獻表彰午

宴。 

5、未註冊區域扶輪基金研習會的巨額捐獻者( Major Donors )，須

再註冊巨額捐獻表彰午宴，註冊費美金25元。 

6、 AKS 會員不須註冊巨額捐獻表彰午宴即可獲邀參加。 

7、巨額捐獻表彰午宴議程如附件，請參考。 

8、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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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21 次例會，9 月 3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 47 位   3.出席率:  77 %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第 921 次例會 9 月 3 日歡喜:劉顯彰$1,000 元、劉憲隆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 

張明選 300 元、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曾建忠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李楨祥 500 元、 

鐘錦坤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葉秀仁 300 元、胡開化 300 元、 

黃承偉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施澧羽 300 元、吳彥恆 300 元、 

陳威岳 200 元、鄭宇宏 500 元，共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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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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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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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貴社配合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協助訪視本年

度目前所接待外籍學生之家庭，函請查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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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感謝您持續熱心支持並參與地區青少年交換計劃，無紉感禱。 

2、本地區RYE委員會根據104年08月03日第二次委員會會議決議，預
定於本(09)月07日至10月02日期間，依據《附件一》所排定之各
分區來拜訪目前接待外籍學生之接待家庭，煩請各社協助配合。 

3、 訪視時間請貴社主動與本地區之分區副主委聯絡，如《附件一》；
請貴社社長、RYE主委、RYE輔導顧問等至少兩位陪同地區YEO代表
進行接待家庭訪查，以利瞭解貴社接待安排、外籍學生之文件保
管作業與學生入境後適應狀況。 

4、 若有疑問，請E-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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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地區RYE委員會助理Maíz簡小姐
(E-mail:d3460yep.af@gmail.com)。 

5、 函請查照辦理。 
附件 
【第四分區】 
副主委：徐國雄_Johnny_台中松竹社(聯絡手機：0916-639888)  
分區協調人：阮仁川_Wasabe_烏日社(聯絡手機：0911-106833) 

No.接待社名   國籍Inbound學生     地區RYE照顧委員 

35大里國光社  澳洲葉錦呈_Jake     曾仕宗_Oil (八卦山社) 

36大里國光社  巴西葉錦煌_Alvino   曾仕宗_Oil (八卦山社) 

37 大里國光社  美國戴上文_Grant    阮仁川_Wasabe (烏日社)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請通知貴社所推薦2016-17年度青少年長、短期交

換計劃之申請學生與家長準時參加104年09月19日(星期六)之甄試

活動，以免喪失資格，函請查照。 

說明： 

1、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謹祝貴社社

運昌隆。 

2、甄試日期：104年09月19日(星期六) 

[備註：甄試時間為分組報到，請特別注意時間，參閱《附件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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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到地點：台中市青年高中-行政大樓2F。 

[地址：臺中市大里區中湖路100號；地圖如《附件1》說明]。 

3、甄試費用(含面試、茶水、文書資料、場地…等支出)：每位學生酌

收甄試費用NT$600，請現場報到時繳交，並備妥整數現金，恕不找

零。 

4、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吳小姐 Zoe 或簡小姐

Maíz (電話：04-2223-3460、傳真：04-2226-3460、手機：

0921-683460、E-mail：d3460yep@hotmail.com)。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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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9 屆 9 月份理事會會議紀錄 
壹、日期：104 年 9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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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人、缺席  3  人 

   劉顯彰、劉憲隆、蔡秋明、曾建忠、曾復興、張明選、何應欽、

黃承偉、施澧羽、曾文義、胡開化、廖繼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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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8 月份收支明細。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社區服務案:義勇消防總隊婦女防火宣導大隊十九甲分隊購

買防火宣導服裝計畫書。 

決議：通過 500*36=18,000 元。 

三、請通過社區服務案: 視障協會申請緊急救助金。 

決議：照案通過，救助金 30,000 元。 

四、請通過原9月17日第923次例會變更為9月20日(星期日)上午11:30

舉行慶祝中秋節、女賓夕活動，地點: 摩登樂田園燒烤。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原 10 月 1 日第 927 次例會變更為 10 月 3 日(星期六)晚上，

慶祝重陽節暨女賓夕活動，地點:社友 COPPER 公司。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原 10 月 15 日第 927 次例會變更為 10 月 18 日(星期日)晚上，

社友陳益武公子結婚喜宴，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 11 月 5 日第 929 次例會變更 11 月 7 日大里中興社授證暨聯

合例會，地點:全國大飯店，每桌 6000 元，各社認桌。 

決議：照案通過，認 3 桌。 

八、請通過 2015-2016 年度國光教育基金管理委員劉顯彰、曾建忠、 

詹順偉、劉憲隆、黃志豊、張煥文、曾復興等七人進行申請人甄選。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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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扶輪思索~~第 102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家庭領袖從小培養。 
依2003-04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獎PresidentialCitation規定，每個

地區總監及扶輪社都必須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Family of Rotary 
Committee，才能競逐。這項計劃旨在鼓勵扶輪社及地區多邀請社員配
偶、小孩，還有已故社員的配偶參加扶輪活動，並在危難之際對社員及
家人伸出援手。 

讓扶輪社更有家的感覺，不僅可以留住優秀社員，吸引新社員，國
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說還能「凝聚全球扶輪社員成為共同體的情感」。 

國際扶輪期盼各扶輪社委員會設計以家庭為中心的計劃及活動外，
還希望能促成他們共同合作，進行扶輪地區規模的社區服務計劃，參與
成員將包括扶輪社員及家人。密西根伊斯藍辛(East Lansing)扶輪社瑞
曼說：「看看進行的如何，我們也在考慮籌組一個可以讓家中帶更多成
員一起參與的國際計劃。」 

扶輪家庭可以共同參與的機會本來就不少，只需要簡單的一步：善
加利用。例如，曼瑞兒子柏克和同學在去年10月參加聯合國兒童基金會
(UNICEF)不給糖就搗蛋(Trick-or-Treat)活動，為根除小兒痲痺募款募
得了1200美元。她說：我們扶輪社並不引導指揮他們，而是我們知道訊
息後，邀請孩子到我們會議上討論。 

將來，我們可能協助當地學校加入，為有需要的活動來募款。」瑞
曼相信帶有強烈服務性質的活動最能吸引扶輪社員家庭參與，她說：「有
小孩的家庭尤其許多選擇可以做『有趣』的事，可是如果家長說：『嘿，
這活動對我小孩來說也可以是一個真正學習的經驗』的話，那麼他們就
更有可能加入扶輪。如果他們體認到加入扶輪能為家裏帶來一些收獲，
而不是遠離家庭忙碌不休，那麼他們就會想參與。」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十分重視家庭。他在2003-04年度的社長獎
計劃中，要求每個扶輪社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目的
在擬定能夠支持扶輪社員、社員眷屬、及扶輪整個大家庭的扶輪計劃與
活動。由72個委員組成的扶輪家庭特別工作小組(Family of Rotary Task 
Force)，隨時樂意協助扶輪社與地區推行這項工作。而這個特別工作小
組的總協調是人艾夫斯(H. William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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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與今年接待交換學生合影      2014-15 年度交換學生合影 

    

地區獎助金、社區服務~~~光榮國中牙齒健診活動 104.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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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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