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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十二月三日 

第 19 卷第 10 期 

第 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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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 陳茂煒WE 

節   目: 專題演講暨新社友HUMAN授證 

講   題: 輕鬆的扶輪 

    主講人: 地區扶青團副主委 陳東澤T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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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入了冬天的季節，氣溫變化社友、夫人們請注意穿著。經過十一月

幾個大型活動的進行，觀賞棒球賽、三社聯誼、分區聯合捐血等全體社

友一起動員體驗國光扶輪社的脈動;地區推動文華高中舞蹈班慈善演

出，感謝 S.T.,ANDY,LIFE,LUCKYDOOR,L.S.等社友的贊助，以上這些密

集的活動特別感謝秘書 Gear 的戮力安排，先稍微養精蓄銳休息片刻，

這一年的工作少不了他，畢竟一群人才能走得遠。 

今晚的演講邀請到了扶輪經歷豐富，年輕而資歷豐富又孜孜不倦的在

各社之間推動扶輪知識，百忙之中仍撥空擔任主講人的大甲南區社的

Tony 陳東澤，不少社友都見識過他的功力，也因為他今年擔任地區扶青

團副主委的工作，得以邀請他以曾參加美國扶青團的經歷，與我們分享

扶青團員與輔導社之間的點滴，並邀請大里國光扶青團的夥伴們一起來

分享。 

十二月十日將進行年度社員大會，票選第二十屆理事與第二十一屆社

長當選人、第二十四屆社長提名人等工作，還請各位社友當天踴躍出

席，讓傳承的工作能順利完成。 

 

助理總監的話    林哲弘 Carry 

   時間過得非常快，Carry 接任台中市 2-3 分區助理總監至今將近六個
月，承蒙各位 PP、社長、秘書、社友及美麗嫻淑夫人之鼓勵與支持，不
勝感激，耑此致謝。 

本分區 2015-2016 年度，於 104 年 12 月 19 日(星期六)上午 9點舉
辦七社聯合親子登山健行及淨山活動。地點:台灣省諮議會，中午在田
媽媽議蘆餐廳聚餐聯誼。敬請社友及小扶輪踴躍報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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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活動: 尋寶遊戲:淨山的過程中舉辦小扶輪尋寶遊戲，寶物分

五次放置於沿線登山路線中，增添小扶輪及
寶眷參與之樂趣。每位小扶輪限一獎項，尋
寶獎品 20 份。(每份大約 500 元左右)。 

         有獎徵答:題目內容以環保議題為主,餐敘間將安排舉
辦有獎徵答節目。有獎徵答獎品 15 份。(每
份大約 500 元左右)。 

※敬請社友偕同寶眷及小扶輪共襄盛舉。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 2-3 分區 

助理總監  林哲弘  
副秘書長  李宗永  敬邀 
聯誼主委  林瑞熹 

GEAR 秘書報告 

一、社友近況:P.P.Fruit因職場意外肩胛骨骨折,就醫治療後恢復中，

祝早日康復。 

二、社友 ALADDIN 職業服務活動兼輔導社新社友相見歡: 

謙和牙醫診所週年慶-當醫術遇上藝術 

時間:105.12.19 星期六下午 14:00~16:00 音樂會,下午茶 

地點:台中市北區英才路394號一樓電話,04-23190269邀請全社友,

夫人蒞臨。 

三、第934次例會，12月10日下午6:30假菊園婚宴會館舉行第十九屆社

員大會，請社友準時出席。 

四、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第 38 屆地區年會活動，詳

如說明，惠請查照。 

說明： 

1、本地區第 38 屆地區年會將於 105 年 3 月 26、27 日（六、

日）兩天假國立中興大學惠蓀堂舉行，敬邀全體社友及寶眷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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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屆地區年會，

呈現感動、歡樂、心連心的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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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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年邀請扶青團加入，每位註冊費 NTD1,200。 

     參加社友: 註冊費 NT$1,200 + 分攤費 NT$800 = NT$2,000/每位 

     寶眷社友/寶眷 : 註冊費 NT$1,200/每位 

     未參加社友    : 分攤費 NT$800/每位 

     扶青團        : 註冊費 NT$1,200/每位 

4、繳交方式：  

    電匯銀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銀行代碼 803） 

    帳號：069-10-0015221 

    戶名：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5-2016 年度總監邱世文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5-2016 年度總監邱世文 

    郵寄地址 : 42045 台中市豐原區自成街 51 號 1 樓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5-2016 年度總監辦公室邱世文 收 

5、自即日起報名，一律採用網路報名，依據上屆報名方式，上 trello

網站(短址等確定後再提供)填寫報名資料，採用共編方式，填寫時

務必註明清楚，扶輪名第一個字大寫其他小寫，敬請於 105 年 1 月

20 日前能完成線上報名及繳費手續。請彙整報名單以各社名義繳交

費用，收據請註明社名及地區年會報名費，並回傳至總監辦公室，

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6、因應編制印刷組及摸彩組的作業程序，請務必於期限內報名完成。

當天報名混亂中較易疏忽造成社友不悅，並請鼓勵大家提早報名。 

7、函請查照。 

五、總監辦事來函:敬請各社以變更例會方式將104年12月12日訂為『地

區根除肝病防治宣導』扶輪日，詳如說明，惠請查照。 

說明： 

1、本地區聯合其他六個地區謹訂於 104 年 12 月 12 日舉辦『根除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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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治宣導扶輪日』之活動，主要的目的是共同打擊肝病，一起為

消滅肝病而努力。 

2、可採各分區共同舉辦或各社單獨辦理，活動內容並無限定，如社區

清潔環境、肝癌篩檢或捐血活動等均可, 也可藉由慢跑、騎自行

車，穿著防治肝病的扶輪背心做全民宣導，最重要是全省同一天同

時做宣導，藉此引起世人對肝病防治的關注。各社如果有參與此次

的活動，再請提供成果報告至總監辦公室，以利地區年會表揚。 

3、七個地區會選擇在公車、計程車做宣傳廣告，並在全省明顯道路做

宣導廣告招牌。 

4、函此查照。 

六、烏日社來函:邀 貴社參加本社授證二十五週年紀念慶典暨聯合例會

事由。 

說明: 

1、本社謹訂於一o四年三月五日(星期六)下午五時二十分假菊園婚宴

會館(永隆店)舉行授證二十五週年紀念慶典，誠摯邀請貴社聯合例

會。 

2、專此奉函。 

七、總監辦事處來函:請鼓勵社友踴躍報名參加「RLI 扶輪領導學院台

灣分部第五屆全國同學會」，詳如說明，惠請轉知。 

說明:  

1、依據RLI扶輪領導學院台灣分部第五屆全國同學會承辦社台中 

惠來扶輪社社長來函辦理。 

2、RLI扶輪領導學院台灣分部至今已經二十九期，學員遍及七個地 

區，此次RLI扶輪領導學院台灣分部第五屆全國同學會由台中惠來

扶輪社負責承辦，特別邀請甫卸任國際扶輪社長黃其光先生 

（PRIP Gary）蒞會演講，演講內容精彩豐富，敬邀各社友踴 

躍報名參加。 

3、謹訂於104 年12 月18 日（五）下午5：00，假潮港城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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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館（地址：台中市南屯區環中路四段2 號）舉辦。歡迎各期學

員、寶眷參加，每人費用為新台幣1500 元，參加名額 

限400 名，請各位社友儘速線上報名，網址如附: 

請點選http://goo.gl/forms/FKG3LHlSKq即可報名。 

4、敬請惠予協助，無任感荷。 

  扶輪領導學院(RLI)各期同學，大家好：  

「扶輪領導學院(RLI)」為培育領導人與知識傳承之優質組織，時光飛

逝，創辦至今已第29期，憶起Dens校長諄諄善誘言猶在耳、講師們細心

指導歷歷在目，亦難忘PDG Stan課堂中震撼教育，最可貴的是大家在扶

輪領導學院相識相知建立良善友誼，相互切磋精進。  

今年RLI台灣分部之全國同學會即將邁入第五屆，訂定104年12月18日

(星期五)下午5點30分，於台中潮港城國際美食館三樓帝國Ａ廳舉行，

齊聚會心，誠摯地邀請各位及眷屬務必踴躍出席參加，相信您的蒞臨，

更增添活動無限光彩。  

扶輪領導學院(RLI)台灣分部  

第五屆全國同學會總會長 PDG Medichem李芳裕  

台中惠來扶輪社社長 P Tony游銘堂 敬邀  

會議時間：民國104年12月18日（星期五）。 

5:00-5:30註冊聯誼，5:30鳴鐘開會。  

會議地點：潮港城國際美食館（台中市南屯區環中路四段2號） 

三樓帝國A廳（餐廳服務電話：04-2386-3322）  

【繳費方式】  

每人費用新台幣1,500元，報名採線上方式：報名網頁  

匯款資訊：  

銀行：國泰世華商業銀行-西台中分行  

帳號：013-50-616766-8  

戶名：游銘堂  

說明：  

1．為利核對匯款資料，轉帳時請註明『姓名及轉出帳號後４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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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如匯款時未加註『姓名』，務請登錄繳費完成通知，或請將匯款單

傳真至主辦社（電話及傳真號碼如下）。  

3．報名期間：自即日起至104年12月11日下午5時30分止。  

4．手續以完成繳費者為憑，謝謝您熱情參與。  

 

南海社致金蘭二社感謝函 

嘉義中區社社長PColor、金蘭主委PPMartin、大里國光社社長

PArch、金蘭主委PPCNC和兩社親愛的社友與夫人寶眷們大家好! 

今年嘉義中區社主辦的金蘭三社聯誼活動，內容精彩豐富，令人耳目

一新。尤其是社友們的熱情接待與服務，一如往常，展現嘉義人如陽光

般的親切與熱忱，令人感動。中區社在社長PColor的指導及金蘭主委

PPMartin和中區社全體社友的精心策畫之下，將兩天的活動辦得有聲有

色，可圈可點。 

謝謝你(妳)們的用心與付出，尤其是Color社長還自掏腰包敦請大家

到歐都納共進早餐，並贈送夫人們化妝品組及社友與寶眷防曬保養品….

等。謝謝PColor社長的慷慨大方! 感恩! 社當Ohara引領大家參觀華

園，並準備了豐盛的水果、點心招待大家，還贈送澳洲有機茶樹精油真

感恩! 

金蘭三社聯誼晚會節目之所以能讓大家HIGH到最高點，要深深感謝金

蘭三社社長的重視與領導，以及友社金蘭主委與社友的精心策畫，還有

北中南三社參與演出的社友及夫人們，他(她)們在演出前的努力準備與

練習，那份竭盡心力的精神，令人感動。每位參與演出者，在舞台上個

個卯足勁全力以赴，為的是將表演達到最好最棒的境界。俗話說：認真

的女人最美，金蘭三社的夫人們，個個認真投入，充分展現女士們特有

的魅力，謝謝你(妳)們的用心與付出，晚會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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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曾文水庫也是這次金蘭三社聯誼的特色之一。在中區社友們的引領

之下，共同搭船遊湖，在約莫一小時的行程中，讓大家徜徉於湖光山色

之中，沿途觀賞美麗的山川美景。遊艇徜徉環繞於湖中，可細細品嚐不

同的景觀一幅幅如詩如畫般的美景，印入眼簾美不勝收，加上解說員詳

盡的導覽，彷彿閱讀了一本曾文水庫寶典。 

南海社社長P Doctor-Tea很重視這次活動，早就委任High-Touch務必

配合主辦社，將此活動辦好，並不時關心詢問社長夫人翠卿女士，早已

將表演節目確定，並帶領南海夫人們努力練習，薩克斯風團長PP Dentist

亦精心挑選曲目召集團員們展開練習，在當晚盡情演出。 

晚會節目中感謝中區社長P Color帶領的中區大樂隊以克難樂器創意

演出，並親自載歌載舞達到最佳演出效果。感謝大里國光社社長P Arch

所帶領的薩克斯風大樂隊，精彩絕倫的演出。並以走動方式在台下與大

家同樂，創造台上台下最高娛樂氣氛。本次活動，大里國光社參與人數

號稱百人，那份熱忱真令人感佩，明年請持續再創高峯。 

南海社社長P Doctor-Tea在晚會中亦不遑多讓，在友社薩克斯風團的

伴奏下，引吭高歌，精彩演出，博得喝采，本次活動一切圓滿成功，要

感謝的實在太多了，若有遺漏亦請見諒。 

金蘭三社要鞏固深厚的友誼是靠大家以超我的服務、熱忱的參與堆

積而成，明年將由南海社主辦，相信金蘭友社社友及夫人寶眷們，定會

踴躍熱忱參與，共同再度創造精彩的金蘭三社聯誼，使我們的友誼永績

長存。 

敬祝大家安康快樂!社務昌隆! 

台北市南海扶輪社金蘭主委黃鴻祥PP High-Touch 

WILLS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32 次例會，11 月 28 日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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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社友人數:63 位   2.出席人數:  53  位   3.出席率:  8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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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JAMES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通知貴社所推薦2016-17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

劃之備取學生準時參加第二次講習會，函請查照。 

說明： 

1、茲訂於下列時地舉行第二次講習會，請各扶輪社督促推薦之學

生“務必準時＂參加，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一》。 

1.時間：2015年12月05日(星期六) 08：00~16：00。 

2.地點：青年高級中學(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 100 號)。 

2、各備取學生請於講習會前完成線上系統帳號申請，且務必將《附

件三》長期交換英文申請書之準備作業填妥後列印一份，當日

攜帶至會場將進行基本資料填寫格式審查。 

3、請各組將英文簡報存放隨身碟內並攜帶至會場，活動當天有年

會表演訓練，請各備取學生穿著休閒服裝與輕便布鞋。 

4、如有任何疑問，請一律使用E-mail聯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

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理Maíz簡小姐

(E-mail:d3460yep.af@g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

04-2226-3460。 

    5、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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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監辦事處來函：請通知貴社配合完成本年度相對接待外國交換學

生相關認證資料補件，函請查照。  

說明： 

1、本地區RYE委員會依據總監文總字第15160902044號公函，已完

成本年度Inbound學生接待家庭訪視作業，訪視過程中各社所回

報之接待家庭名單與原先貴社所提繳之認證文件多所出入，因

RI每年對RYE認證皆重新審核，請各接待社配合補齊所修正之接

待名單等相關人員認證文件，並確實完成相關事項及表格。  

2、請貴社依《附件一》變動名單核對補件說明表，於2015年12月
11日(星期五)前補齊所缺相關認證表格資料，並將所有正本書
面文件郵寄至3460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辦事處查驗(地址：
40346台中市西區五權路2-3號8樓812室)，且同時回傳正確之
RYE組織職掌表及接待家庭預定表Word輸入之電子檔至RYE委員
會指定信箱d3460yep.af@gmail.com備查。 

3、懇請貴社務必遵期配合辦理，否則將會導致被迫中止青少年交
換計劃。  

4、如有任何疑問，請一律使用E-mail聯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
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理Maíz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
04-2226-3460。 

三、總監辦事處來函:本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依年度計畫辦2015-2016

年度外籍學生「中文能力測驗暨聖誕晚會」& 「台北101跨年活動」，

請各社通知所接待外籍學生報名參加，函請查照。 

說明： 

1、 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國際青少年交換計劃，謹祝貴社社運

昌隆，社友及寶眷萬事如意。 

2、本地區RYE委員會預定於12月份辦理外籍學生「中文能力測驗暨

聖誕晚會」&「台北101跨年活動」，相關活動程序表與說明請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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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一、二》，請各接待社通知所有外籍學生開始註冊報名，

並協助學生向接待學校辦理請假事宜。 

3、為避免外籍學生集結聚會不良場所，當日活動結束後所有外籍學

生皆須返回原接待家庭，請所有接待家庭務必各自接回所接待之外

籍學生，相關聯絡電話與接送者資訊煩請於回函附表一併提供。 

4、地區RYE委員會聯絡資料： 
[電話：04-2223-3460‧傳真：04-2226-3460‧手機：0921-683460] 
-活動召集人-Simmons林子焮先生(手機：0917-885889‧豐原西南
社)-秘書Zoe吳小姐(E-mail:d3460yep@hotmail.com) 
-助理Maíz簡小姐(E-mail:d3460yep.af@gmail.com)。 

四、總監辦事處來函公告本地區「 新世代服務交換 」申請辦法， 敬

請貴社惠予推薦優秀的青少年參加， 詳如說明及相關附件，請查照。 

說 明: 

1、新世代服務交換（ New Generation Service Exchange，簡稱  

 NGSE），年齡層自 18 到 30 歲，提供職業訓練與實習或人道

關懷服務。 

2 報名日期：即起至 2015年12月31日 (四)截止，以郵戳為憑 截

止，逾時不受理。  

3、 敬請貴社惠予推薦優秀的青少年 (社友及非之子女皆可 )參加 

本年度 NGSE。 學生申請辦法與資格詳如《附件一》之說明，於

報名截止日前依規定繳交相關報名行政事務費及申請文件 。 

4、如有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四、如有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NGSE委員會

主委劉柯成Archi (手機：0935-106-814 或

E-mail:d3460NGSE@gmail.com)。 

5、函請查照。 

專題演講 

【講  題】輕鬆的扶輪 

【主講人】陳東澤  Rtn ：TONY   

【學  歷】夏威夷大學 MANOA 分校，資訊通訊電腦(ICS)碩士(1993)        

【社會簡歷】心偉閎數位工作室 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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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經歷】 

2001 年 3 月 3 日  大甲南區扶輪社創社社友 

2003-04 理事、社員發展主委、國際服務委員 

2004-05 秘書、理事、社區服務主委、第一副社長 

2005-06 理事、社長當選人、社務主委 

2006-07 社長、STAR 主委 

2007-08 理事、公共關係主委 

2008-09 台中縣第四分區副秘書長、理事、財務、公共關係主委 

2009-10 理事、服務計畫主委、STAR 主委 

2010-11 理事、節目主委、十周年慶委員、諮詢委員、YEP 委員 

2011-12 地區親睦副主委、扶輪基金主委、社刊主委、諮詢委員、 

YEP 委員 

2012-13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諮詢副主委、STAR 副主委 

2013-14 台中市第 2-4 分區助理總監、GSE 團長、諮詢主委 

2014-15 地區 VTT(GSE)副主委、社訓練主委 

2015-16 地區 VTT(GSE)主委、地區 RCC 主委、 

地區扶青團委員會副主委、 

社訓練主委扶輪國際會議：2011-12 泰國曼谷世界年會 
【演講大綱】 

1. 我的扶輪人生 

2. 外人眼中的扶輪 

3. 你看到的不見得是對的 

4. 扶輪原點與扶輪感動 

5. 扶青團讓扶輪社動起來 

6. 未來的扶輪 

7. 扶輪新知 

8. 扶輪中央系統(RCC)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9 屆 11 月份理事會會議紀錄 

壹、日期：104 年 11 月 5 日(星期四)晚上 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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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地點：前社長廖欽烱 TRANS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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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欽烱、蔡秋明、曾復興、曾建忠、劉憲隆、張明選、 

詹順偉、邱仕銅、廖繼鋒、黃承偉、胡開化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10 月份收支明細 (附件一) 。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新社輔導案，並接受潭子社 社友袁丁民轉入為本社社員。 

決議：通過輔導新社，也接受社友袁丁民轉入本社。 

三、請通過本年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大里國光扶輪社推薦碩士受獎人，

中興大學農藝學系碩士三年級生廖莉婷。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地區與文華高中舞蹈班合作"文華翩舞扶輪愛"公益慈善表

演活動，演出時間 12/2 星期三晚上七點半於台中市中山堂，建

議認購三千元票二十張，每張以社區服務經費支出一千元認購

社友自付兩千元辦理，合計個案支出經費新台幣兩萬元正。 

決議：認購十張票，費用由社費先行支出，也提供社友全額認購，其金

額入歡喜金。 

五、請通過甘霖慈善事業基金會社區服務案，贊助經費$20,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第 935 次例會原 12 月 17 日變更為 12 月 19 日七社親子活

動，地點:省諮議會，集會場地及登山路線指引安排由國光社負責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原第 936 次例會原 12 月 24 日變更為 12 月 26 日年終晚會暨

女賓夕活動，地點:菊園永隆店。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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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臨時動議:  

 一、請通過國光獎學金初審表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編號 20.21 學生由社區服務支出。 

二、前社長 STAINLESS:關於例會是否於通知書面邀請修改如下 

【歡迎社友、夫人一同參加】。 

決議：照案通過。 

捌、散會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2015~2016 年度第二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紀錄 

一、時間：104 年 10 月 17 日(星期六) 下午 17：00 

二、地點：台中日光溫泉會館(台中市北屯區東山路光西巷 78 號) 

三、主席：霧峰社社長張德川 Enjoy、大里國光社社長劉顯彰 Arch 

四、司儀：霧峰社秘書劉俊懇 Stainless、大里國光社秘書劉憲隆 Gear 

五、出席：應到( 41 )人; 實到(30 )人; 缺席( 11  )人； 

六、主席報告：  

七、分區助理總監(林哲弘 Carry) 致詞：(略) 

分區副秘書長(李宗永 H-Beam) 致詞：(略)  

分區聯誼主委(林瑞熹 Techu)  致詞：(略) 

十、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暨執行情形 

十一、提案討論： 

1、案由：請討論接待澳洲 Tasmanian 9830地區RFE參訪團在台參訪活

動陪訪人員,行程,費用明細表。   提案人：助理總監Carry 

說明： 

(1)接待日期：11月11日(星期三) 

(2)參訪團名單(如附件一) 

    (3)接待行程：09：00 負責接待的社友到國立台灣美術館接10位

RFE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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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30 林家宮保第 

11：00 台灣省諮議會 

12：00 中餐(議蘆餐廳)決定人數訂桌 

13：30 參觀阿華師茶業公司 

社友：戎建民Tea 總經理 

公司住址：台中市大里區中投西路三段409巷1號  

電話：04-24077916/行動0935-377001 

15：30 參觀傢式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社友:廖繼梧Osaka PP 

公司住址：台中市霧峰區豐正路401號 

電話：04-23308838/行動0910-41139 

17：30 接待人員將10位團員送到國立台灣美術館

給住宿接待家庭.  

(4)陪同人員：助理總監、副秘書長、聯誼主委、各社社長、秘書 

(5)翻譯人員：太平社-陳經銓 

                  烏日社-阮玲珠(副秘書長H-Beam夫人)          

                  太平洋社-呂頌偉(澳洲交換學生) 

      (6) 交通工具：八輛車(助理總監一台、各社社長一台) 

      (7)接待經費分攤： 

決議：共 20 位接待（助理總監團隊 5 位及霧峰社、大里國光、烏日社、

大里中興社、太平社、大里社各 2名計 12 位與太平洋社 3 位，

合計 20 位），外加 1 員外籍生謝濟元，共 21 位。 

(1)由太平洋社接送 Anne Palmer 與 Sue Hepburn； 

(2)太平扶輪社接送Cladette Wells與Ian Shuey ［TEAM 

LEADER］； 

(3)大里國光社接送 Lorralne Charles 與 Jan Sydes； 

(4)大里中興社接送 Roslyn & Ralph Teirney(伉儷) ； 

(5)烏日扶輪社接待 Gill & Bruce Buxton(伉儷)。 

 翻譯人員：太平社-陳經銓 

          烏日社-阮玲珠(副秘書長 H-Beam 夫人)      

          太平洋社-呂頌偉(澳洲交換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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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分攤：由七社分攤吃飯餐費及霧峰林家宮保第門票。 

 

2、案由：請討論本分區七社聯合捐血活動案。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1)日期：104 年 11 月 28 日（星期六）從早上 9 點至下午

4 點（但大買家地點 從上午 9點至下午 5 點） 

            (2)場地暫訂分四個地點： 

大里社、國光社、中興社 大里區大買家。 

霧峰社 霧峰農會前（四德路）。 

烏日社 烏日區九德里精三育補習班前捐血車。 

太平社、太平洋社 太平區太平國小前。 

(3)經費預算：紅布條 修改 200*4=800 

  贈品 620 份*50=31000 

  場地佈置（鐵架帆布） 1000*3=3000 

  總預算費用：$ 34,800 

(4)各社分擔經費：$ 5,000 元。(請於 10 月 31 日前

各社繳交給烏日社統一支出辦

理) 

   (5)工作分配：禮品助理總監負責挑選，並分送各點。 

  (6)場地佈置 由各點負責社佈置。 

有兩社以上負責點各自協調照顧時間，午餐自理。 

決議：照案通過 

 
3、案由：請討論本分區 2015-2016 年度【七社聯合親子淨山活動】之

細節。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1)日期：104 年 12 月 19 日（星期六） 

           (2)地點：【台灣省諮議會（田媽媽議蘆餐廳）】。 
(3)淨山所需打掃用具，請各社自行準備，垃圾袋由助理總
監統一購置，各社請準備各社之背心。 

(4)淨山之過程中舉辦小扶輪尋寶遊戲，寶物分三次放置於
沿線登山路線中，提高當天小扶輪及寶眷參與之樂趣
(每位小扶輪限一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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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餐敘間將安排舉辦有獎徵答節目，題目內容以環保議題

為主。 
(6)獎品由太平洋社準備 35 份禮品，禮品金額約為新台幣

450~500 元，獎品分為尋寶獎品 20 份，另 15 份為有獎
徵答之獎品。獎 品金額由各社分攤。 

(7)餐費：每桌 3,500 元(餐費各社自理，請向烏日社報訂餐
桌數)。 

 (8)各社工作分配： 
　 集會場地及登山路線指引安排由大里國光社負責。 
   路旗插置由烏日社負責。 
   媒體公關由大里中興社負責。 
   新聞稿由太平社負責。 
   餐敘活動主持人及有獎徵答節目由霧峰社負責。 

    　       垃圾統一放置指揮由大里社負責。 
　           禮品組由太平洋社負責。 

(9)分攤費:(布條、礦泉水、垃圾袋、酒水及贈品由各社分攤) 
決議：（1）【七社聯合親子淨山活動】更改為【七社聯合親子登山

健行及淨山活動】 
(2)說明之第三項更正為「各社請準備各社之背心，打掃用

具及垃圾袋，撿拾之垃圾自行處理。」 

(3)第八項：工作分配更改為○2 路旗插置由霧峰社負責及○5

餐敘活動主持人及有獎徵答節目由烏日社負責○6 垃圾由

各社自理。 

4、案由：請討論本分區於所屬區域便利商店，於同一時間不同地點一

起舉辦｢扶輪之子好過年｣活動。     提案人：助理總監Carry 

    說明：如附件二公文 

 決議:因各社自有安排之過年活動，並發文告知總監辦事處，暫不配合。 

 

5、案由：請討論本分區 2016 年 5 月 21 日（六）七社聯合例會暨助理

總監之夜。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1)如附件三 

         (2)工作分配採抽籤決定。 

   決議：日期：105 年 5 月 21 日(星期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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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菊園日本料理-永隆店  

人數：霧峰社 30 人、大里社 27 人、太平社 34 人、烏日社 28 人、 
大里國光社 62 人、大里中興社 25 人、太平洋社 18 人 總計：
225 人 

總收入：暫訂 225 人×1,800 元 =405,000 元 
獎品提供：1.助理總監獎 Carry 贊助(頭獎)          

2.副秘書長獎 H-Beam 贊助(頭獎)           
3.大會主席獎 Clever 贊助(頭獎)  
4.七社社長每人贊助 3,000 元(包紅包)    
5.七社秘書每人贊助 2,000 元(包紅包)      
6.大會摸彩品經費 56,000元(提供壹獎3000元每社

1 名 共 7 名；貳~陸獎 1000 元每社 5 名共 35 名)。 
獎項：1.聯誼主委獎  

2.各社社長獎、秘書獎(由各社社長、祕書抽出)。   
3.頭獎 3名(由助理總監、副秘書長、大會主席抽出)需本人

在場；方可領獎。  
4.壹獎 3000 元每社 1 名 共 7 名；貳~陸獎 1000 元每社 5 名

共 35 名；由各社抽出                                   
※註冊費照往例每位社友 1,800 元；夫人則免，另見習社友&寶眷社友
免繳註冊費※ 

主辦社 工作項目  預   算 工作內容 

大里 

中興社 

公關組. 

註冊 
 

會場貴賓簽名.接待、為貴

賓配戴胸花、收取歡喜金、

分發特刊（請社友與夫人.

眷屬共用 1 本） 

大里國

光社 

高爾夫球

賽組 

球賽預算

50,000 元不含

球帽） 

安排七社高爾夫球聯

誼賽之場地.時間.分組、分

發參加獎、通知各社、高爾

夫獎項.球帽之採購、晚會

上主持高爾夫頒獎、 

場地：霧峰球場 

大里社 會場佈置 
盆花 1,000 元 

胸花 5,000 元 

負責會場內(包括各社旗

幟、盆花、胸花、路旗、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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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條、桌上名牌、註冊簽名

桌椅等之佈置) 

烏日社 

 

財務、採

購、資料準

備、節目安

排 

餐飲預算 

228,000 元

6,00038 桌

(含酒.水.飲

料） 

統籌所有財務收支並建立

帳目明細、接洽訂桌.飲料.

酒.茶水、餐桌及主桌座位

分配、名牌.桌牌.紅布條製

作、貴賓之邀請、與各社及

邀請貴賓之聯繫、典禮程序

之準備、各項資料之準備、

請各社於 4 月 30 日前回報

參加人數並繳交註冊費

用、社長擔任大會主席、晚

會節目之安排及主持 

＊請各社準備 1個表演節

目,並於 4 月 30 日前回報。

霧峰社 摸彩組 

紅包預算

56,000 元 

音響 6,000 元 

音響（卡拉 OK）之準備、

大會摸彩紅包之準備及摸

彩主持。 

太平社 禮品組  
典禮上協助各項禮、贈品之

頒贈 

太平洋

社 

特刊、摸彩

券、司儀 

特刊 350 本 

摸彩券 400 張 

總預算 30,000

元 

彙整各社提供之資料印製

特刊、摸彩券 、特刊 350

本,請各社將特刊資料於 4

月 17 日前準備齊全，典禮

上擔任司儀 

 雜項費用 預算 8,000 元 紅布條修改等 

合  計 3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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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由：敬邀各社參與本社授證 33 週年慶暨聯合例會案。 

                                  提案人：大里社社長 LAND 

說明：本社訂 105 年 4 月 30 日(星期六)舉辦授證 33 週年慶典，敬

邀分區各社聯合例會共襄盛舉，地點在菊園婚宴會館~永隆

店， 餐費認桌一桌 5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十二、臨時動議： 

案由：下一次七社社秘聯誼活動，是否更改日期？       

                                       提案人：大里社社長 LAND 

說明：105 年 1 月 16 日正逢台灣總統大選，故七社社秘聯誼活動是否該
改日期。 

決議：七社社秘聯誼活動異動至 105 年 1 月 9日(六) 
地點：大里小春日本料理(地址：台中市大里區德芳南路二段 159
號，電話：04-24180018) 

十三、自由發言：  
(一)大里中興社 HOIST 社長： 

本社 12 月 4 日例會邀請｢這是咱ㄟ扶輪社｣作者擔任講師，誠摯邀
請各社社友一同來與會，會對這首歌有更深刻的體認。 

十四、散會(餐敘) 

每週扶輪思索~~第 104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始於一種渴望—渴望著友誼（It Came of A 

Longing—Longing for Fellowship）。 

在九十多年前，一位來自新英格蘭鄉下的律師—我們扶輪的創始者

( Founder of Rotary 1868~1947 ) 保羅．哈里斯。那時他剛來到一個

工業蓬勃發展、人口急速增加，而又是勞工風潮暴風中心的「風城」—

芝加哥。初期，他生活在如此喧囂的大都會中不知如何調適。城市緊張

生活的步調對長期生活在與老朋友親切招呼而又綠野一片的新英格蘭

山谷的他來說，是如此的快速緊張與不適應。儘管這兒人際間交往得是

那麼頻繁，然而他總覺得內心深處是如此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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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星期日及假期更是他憂鬱的日子。其中又以悠長的星期日下

午更讓他感覺到無望的孤獨。公園的漫步也無法排遣他鬱結的情緒，即

使最好的樂隊所演奏的音樂也無法消除他心中的抑鬱。所想的儘都是他

童年的回憶—那個橫跨歐德溪(Otter Creek)橋旁他常游泳的深潭與許

多值得他回憶的地方。默唸著愛默生話的他不覺得的感嘆道:「到處都

是人，但卻找不到朋友。」在芝加哥雖然認識了許多人，但對初到的他

來說，不要說一千位就連一位真正的朋友都沒有。 

同時他也相信他所經歷的困難，和那些由田間及小村莊遷來芝加哥謀生

的人們所遭遇的一樣。他們一定和他一樣渴望著友情。他常想為什麼不

把他們聚在一起，大夥兒對友情的渴望一定會讓他們有番作為。 

直到有一晚，保羅．哈里斯到他職業上朋友郊外的家去做客。飯後與

他的朋友在鄰近散步。經過許多店鋪時，他的朋友和各種不同職業的

人，彼此叫著名字打招呼與寒喧。這番情景讓保羅．哈里斯覺得像極了

老家新英格蘭他長久渴望的那份充滿著濃郁溫馨的友誼。因而，促使他

決定在芝加哥邀請各種不同行業中的一位人士來共同組成一種聯誼的

組織—彼此不受政治或宗教思想的約束，相互尊重、彼此照顧幫忙。他

認為如此不就可以克服人類心靈上的大敵人—“孤獨＂，那種疏離感

嗎? 

保羅．哈里斯把他這個決定放在內心裡，並且獨自細細思考了數年。

而於1905年2月23日邀約了煤商Silvester Schiele 礦冶工程師

Gustavus Loehr和成衣商Hiran Shorey三位年青人，於北迪爾本街127

號聯合大廈711室(Loehr的辨公室)來聚會。並提出他家鄉所熟知的一套

簡單互相合作及毫無拘束聯誼的辦法。他們也都同意了以這種定期聚會

來聯絡友誼，並擴大事業和專業上相識的構想。在他們第三次聚會時，

由於大家輪流在彼此辦公處及營業處所來開會的關係。因此，把這個初

生的社團取了個很貼切的名字，叫做「扶輪」(Rotary)。社員則稱為「扶

輪社員」(Rotarian)。所以，我們扶輪運動可說始於保羅．哈里斯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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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長久的一種渴望—渴望著老家新英格蘭山谷那份充滿著濃郁而化不

開溫馨的友誼。 

始於一種渴望—渴望著友誼 

It Came of A Longing —Longing for Fellowship ！ 

世界年會 

2016 年國際扶輪韓國世界年會五日 

【全程無購物】 

出發日期:2016 年 05 月 28 日(星期六) 

★【神秘 38 度線】指朝鮮半島上北緯 38 度線附近的一條軍事分

界線（韓戰之後稱為休戰線）。休戰線 以北為朝鮮民主主義人

民共和國控制，以南為大韓民國控制。 

★【《韓劇冬季戀歌拍攝地》南怡島遊船】乘坐遊船旅客可悠閒地欣賞
韓國少有的人工湖泊美景。 

★【DIY 泡菜體驗】參觀泡菜製作過程，親身體驗 DIY 泡菜製作，品嚐
傳統糕餅及 1 杯人蔘鮮奶茶。 

★【傳統韓服體驗】換上古代傳統的結婚禮服，捕捉美麗的倩影。 
★【小法國村《韓劇：來自星星的你拍攝地》】主要以法國聖埃克蘇佩
里的童話《小王子》為主題。 

★【清溪川】見証「韓國現代奇蹟」~3 年內將長達 5.8 公里長的「市
中心高架橋變成一條河川」的過程，讓一條長達 600 年歷史的河川，
經過 47 年的覆蓋後再度重現人間。現在清溪川清澈見底，沿著首爾
中心街道潺流，而在清溪川周邊也因此而活絡起來，不僅美術館、博
物館林立，兩旁餐飲店多元，提供您歇息的好去處。搭配著周邊各式
各樣的花卉,讓您一起跟著韓國見證這魅力景色。 

★【東大門市場】市場內有 20 多個綜合購物大樓和 3 萬多個專門
商店、5 萬多家製造公司，是首爾的購 物王國。 

★【明洞商圈】明洞擁有吸引人群的獨特魅力，不管是要買飾品、
運動鞋、皮鞋、靴子，或是中高價的 商品，在明洞都可以找得
到。 

★【Fanta-Stick(幻多奇秀)】是打擊樂、管絃樂、B-Boy、舞蹈、四物
農樂等韓國代表的元以現代的感覺，重新詮釋的公演。Fanta 呈現出
弦樂家族的神秘、夢幻氣氛，Stick  則象徵打擊樂家族充滿動感的
活力。Fanta-Stick 除了代表兩大家族外，同時蘊含公演的所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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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首爾塔(含高速電梯券)+情人鎖牆】首爾市的象徵，戶外展望陽台

的情人鎖牆，許多情侶回來這裡鎖上象徵《堅貞不變的愛情》的愛心
鎖頭。 

★【北村韓屋村】 朝鮮時代貴族住過的傳統宅邸，韓屋畫廊、傳統
工坊、韓屋餐廳等場所以新興的文 化藝術地區大受歡迎，這裡也
是外國觀光客必遊之地。 

★【ONEMOUNT 室內冰雪樂園】是一座以北歐聖誕村冰雪覆蓋的概念所打
造的主題遊樂園。人工降雪的冰雪樂園，一年 365 天享受四季冰雪，
裡面設有不同滑雪道和各式雪撬提供給遊客遊玩，另外還有樹屋及 旋
轉木馬等遊樂設施。 

※無購物團與有走購物團差價 5000 元※ 
 

出發日期:2016年 05月 28 日〈星期六) 

報  價: $ 41500 元【全含】 

【含1.團費40000元+2.領隊+導遊小費 1000元+3.接送 500元】 

※以上報價為住宿特一級五星新生 HOTEL 或 THE  K  HOTEL 

※正常韓國午晚餐大約韓幣 8000 元;本團餐標約韓幣 15000-35000 

元 

※2015年 12月 14 日前報名者，團費可減$3000元※ 

※團費只要$ 38500元【全含】 

※※報價不含世界年會註冊費※※ 

2015 年 12 月 15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10 。 

2016 年 3 月 31 日前註冊成功，每人註冊費 USD  375 。 

2016 年 3 月 31 日以後註冊，每人註冊費 USD  440 。 

煩請參加社友、實眷及早註冊。 

※報名年會旅遊團時每人請繳交訂金 $10000元※ 

費用包含 : 

1. 機票:全程搭乘豪華客機經濟艙 

2. 機場稅:機場稅、雜支 

3. 保險費:每位團員投保新台幣伍佰萬元之意外險含二十萬醫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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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酒  店:採用豪華級酒店(全程二人一室) (單人房差需補 13000 

元) 

5. 小費:導遊、司機、領隊小費每人每日$ 200*5 天=$1000 元 

6. 接送:台中清泉崗機場來回接送$500 元 

費用不含: 1. 護照費: $1400 元 

(首次申請護照民眾請本人至戶政事務所辦理人別確認〉 

有護照者: 

1. 護照正本  2.身分設影本 3. 二吋相片 1 張 

無護照者(包含護照過期)者: 

1. 身份證正本 

2. 兩吋相片 3 張(頭部高度要 3.2 公分)※照片背景一定要白色 

3. 改過名字者，需備 3 個月內申請之戶膳正本 1 份 

4. 男性須附退伍令正本 

5. 有舊護照須附上 

專案人員:霧峰社 FRED  何明熹 0935-693068 

乾隆國際旅行社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大陸路 141 號 

電話: 04-23279309 傳真: 04-23275583 

交觀甲第 6702 號 品保中字 0241 號 

 

活動照片   宣揚扶輪日暨與扶輪之子聯誼活動 104.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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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旅遊暨三社聯誼、職業參觀、女賓夕活動104.11.21.22 

 
 
 
 
 
 
 
 
 
 
 

 

 
 

 
第2-3分區聯合捐血活動於大買家前合影104.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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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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