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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元月二十一日 

第 19 卷第 14 期 

第 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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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 21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 許晁偉Pilot 

節   目: 專題演講 

講   題: 法國恐攻與臺灣因應之道 

主   講                      人: 吳志中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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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舉是快樂的事嗎?在假日撥空走一趟投票所，名為選賢與能，但為

何賄選的謠言還是聲囂塵上，事實上如果是國之賢才，不進入藍綠大門

還真選不上，這個時候台灣已完成第三次的政黨輪替，也票選了有史以

來第一位女性領導人，她未婚。 

因為扶青團活動而與基督教長老教會往來，過往只知道長老會是外

國各宣教團體中最早進入台灣的教會，也在偏遠地區留下了許多痕跡，

外國宣教士甚至終老於此，實踐了愛台灣的誓約。忠孝長老教會新完成

一棟建成會所，獲得文建會頒發的建築金質獎，不限制出入人員，縱然

你無此宗教信仰，也值得去感受空間的氛圍。 

新年度裡為新的議題而思考，蘋果將不再是江湖上獨尊的高貴產

品，台灣最大的供應鏈鴻海已反應出滑落的接單量，世界的變動將更快

也更大，需要被注意的地區將不斷的挑戰傳統的價值觀。今天邀請長期

關注歐盟發展的吳志中教授擔任主講人，希望能提供各社友經營的企業

能有不同的參考。下週將為屯區各高中的國光獎學金受獎人頒獎，請各

社友繼續為莘莘學子們持續關心。 

 

GEAR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踴躍報名參加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17年度

3460地區社訓練師暨引導人訓練研習會(TT)」，詳如說明及附件，

惠請查照轉知。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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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參照國際扶輪彙編23.010規範辦理。 

2.2016-17年度3460地區社訓練師暨引導人訓練研習會(TT)： 

時間:  2016年2月20日(星期六)上午8:30至下午17:20。 

地點:  逢甲大學啟垣廳，407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100號。 

3.本次地區訓練研習會為協助各社RCC(Rotary Club Central)的作

業，特請各社社長當選人指派一位貴社RCC訓練師，自備筆電與會，

參加RCC訓練課程。 

4.敬請所有參加人員，於2016年2月3日(星期三)前，填妥出席回條傳

送至2016-17年度總監當選人辦公室，以利作業。（適逢春節和連續

假期九天(2/6~2/14)，務請提前作業以利地區研習會活動。） 

E-mail : 3460dg1617@gmail.com 

電話:  (04)2566-8888 分機803 / 899 或2567-0687 

傳真:  (04)2567-0687       聯絡人:  Marjorie 謝宜娟 

5.函請查照。 

附件已轉相關社友 

二、大里中興扶輪社來函:新春揮毫贈春聯活動邀請 

台中市第2-3分區林助理總監哲弘Carry 賢伉儷暨助理總監團隊 

台中市第2-3分區七社社長秘書賢伉儷暨全體社友 

謹訂於中華民國一0五年一月二十四日〈星期日〉早上九時整， 

假大里圖書館德芳館舉辦『猴氣生財展新運』新春揮毫贈春聯活動 

時間：上午九時活動揭幕 

地點：大里圖書館德芳館 

地址：台中市大里區德芳路一段229號  電話：TEL:(04)24962169 

大里中興扶輪社 

2015-16年度社長江宗翰HOIST  

秘書柯俊輝HOT 

節目謝其霖ALUMONE暨全體社友敬邀 

誠摯期待您的蒞臨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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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38 次例會，元月 14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3 位   2.出席人數: 42 位   3.出席率:  66 %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 第 938 次例會元月 14 日歡喜:劉顯彰 1,000 元、劉憲隆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莊榮華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

賴基詮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

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詹振忠 500 元、

陳信宏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陳茂煒 300 元、鄭宇宏 500 元、

蔡政憲 300 元、袁丁民 300 元、來賓徐國雄 300 元、詹修政 300

元，共 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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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5-16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常年會費$24,000、固定

捐款6000元、RI會費750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300元、扶輪月刊

600元、贊助台北扶輪年會1000元，共32,650元 

JAMEI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940 次例會原元月 28 日變更為 29 日下午 6:30 假小春日本料理

舉行國光獎學金頒獎暨交換學生報告、扶輪家庭聯誼、女賓夕活

動，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二、2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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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  題】法國恐攻與臺灣因應之道 

【主講人】吳志中先生  

【學  歷】法國巴黎第一大學政治學博士              

【現  任】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 

【專長領域】專長領域為地緣政治、外交史、歐盟外交政策、 

戰後世界局勢、法國政府與法國政治。 

2014 年 8 月 13 日，吳志中獲法國政府頒授法國國家功績勳章。 

【演講大綱】:1.輸出恐怖活動的單位,國家 

2.發生事件的背景資料與特性 

3.台灣的位置與應變之道 

4.台灣的未來 

 

每週扶輪思索~~第 108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10月是扶輪職業服務月。 
在十月當中，要鼓勵扶輪社員們去著重這個扶輪的基本要素-職業服

務。在扶輪社內或地區中討論職業服務使該服務計劃不但使扶輪社員促
進其道德標準及職業技巧並在其社區內發掘人才。職業服務月是開啟整
年度職業服務活動的一個機會，其範圍是從扶輪研討到頒贈獎項給社區
的計劃。 
1.專心致力於十月份的第一次例會去檢視「第二大服務-職業服務」，包

括四大考驗以及「扶輪社員之事業及專業宣言」。在增廣社員的認識
之後，引導他們為年度剩下的歲月去投入該規劃計劃之列。 

2.舉辦一個『迷你職業分類演說Mini-classification talk』，每位以5 
分鐘時間來說明有關他(她)的職業。在每次例會開時安排一位主講
者，直至每一位都介紹過他們的行業為止。其目的是在促進社員間的
職業認識並協助他們表彰所有值得表揚有用的職業。 

3.頒贈一種職業獎項給社區內某人─他堅守著非常高道德標準而且已
有了傑出職業的成就。在社區內推廣這種表揚，以及考慮使它成為每
年十月份的活動。 

4.邀請專家到社區來作有關職業需求之簡報，並擬定計劃以回應那些需

求。可能實施的計劃可集中在提供青年人職業之咨詢及輔導小型企業

或提供工作坊以使員工能獲得新的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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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2015~2016 年度第三次社長、秘書聯席會議決議 

一、時間：105 年 1 月 9 日(星期六) 下午 17 點 30 分 

二、地點：小春日本懷石料理餐廳(台中市大里區德芳路 2 段 159 號) 

三、主席：大里社社長 陳錦章 LAND 、大里中興社社長 江宗翰 HOIST 

四、司儀：大里社秘書 陳增松 MATSU、大里中興社秘書 柯俊輝 HOT 

五、出席：應到(43)人; 實到(33)人; 缺席(10)人 

六、主席報告：  

七、2-3 分區助理總監  (林哲弘 Carry)致詞： (略) 
八、2-3 分區副秘書長  (李宗永 H-Beam)致詞：(略) 

九、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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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提案討論： 

1.案由: 七社聯合接待澳洲 Tasmanian 9830 地區 RFE 參訪團,接待支  

出費用由七社分攤。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如附件一每社收 2,314 元(晚餐 11,000 元由社秘同期基金支

出) 

       如附件二每社收 3,886 元    

決議:照案通過第 2 方案收取。 

2.案由:七社聯合舉辦捐血活動之社區服務與七社聯合親子登山健行 

 暨淨山活動財務報告及結餘討論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如附件(三及四) 

決議:照案通過。捐血結餘 300 元轉七社接待 GSE 費用。 

3.案由:烏日扶輪社授證 25 週年慶典，誠邀本分區各社聯合例會案。 

                                 提案人:烏日社社長 Clever 

 說明:舉辦日期:105 年 3 月 5 日(星期六)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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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用:餐費每桌 5,0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  
4.案由:2015 年 5 月 21 日（六）助理總監之夜七社聯合例會程序及節 

     目討論案。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 七社聯合例會程序如附件五 

       晚會節目:請各社提供一個節目 4月 30 日前回報烏日社。 

 決議:照案通過。 

5.案由:為感謝助理總監、副秘書長及聯誼主委一年來的辛勞，是否 

     贈送助理總監、副秘書長及聯誼主委卸任紀念品。    

                            提案人：大里社社長陳錦章 Land  

   說明:由社秘聯誼基金提撥。金額多少？請討論。 

 決議:通過禮品金額 2500-3000 元以內，共 3份。 

6.案由：霧峰社於 2016 年 1 月 21-23 日 (四-六) ,假萬豐國小（413 台

中市臺中市霧峰區萬豐里中正路 224 號）,舉辦 2015-2016 年度

社區服務-霧峰扶輪社盃國小組軟式少棒錦標賽，邀請分區各社

一同共襄盛舉。                     提案人：霧峰社 Enjoy   

決   議：霧峰社長期盼各社是否能贊助 10000 元，共襄盛舉。各社則

須經理事會議討論，方能決定。由各社如有意願事先告知霧

峰社。 

7.案由：請討論本分區如何接待澳洲 9670 地區 G.S.E 團體研究交換訪

問團。 

                              提案人：助理總監 Carry 

說明: 接待日期:3 月 30 日（三）及 3 月 31 日（四）兩天兩夜 

      訪問團成員:如附件八。 

      接待行程:暫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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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天

3/30(三)

1. 霧峰 921 地震博物館 

2. 霧峰社 

楊鴻堂 David Yahg 前社

長公司 

晶宇銘版股份有限公司 

   TEL:2339-1188 
   行動:0936-829339 

太平社 

陳如潭CNC前社長公司

余達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TEL: 2271-2595 

第二天

3/31(四)

烏日社 

李弘元 H.S 前社長公司 

全穎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TEL:2337-7188 
行動:0932-630302 

另參觀景點未定 

烏日社 

李貞緻 Angel Lee 社友

沛思生技化妝品有限

公司 

TEL:2496-2031 轉 311 

行動:0918-655310 

         各社抽籤安排接待社。 

        翻譯人員安排及費用。 

         每社分攤費用金額。 

決議:烏日社接待(Pameia Wellham) 

太平洋社接待(Kellie Jordan) 

     大里中興社接待(Alexandria Carruthers) 

     大里國光社接待(Benjamin Lee) 

     翻譯人員由接待社安排。 

     接待費用由各社分攤。 

     第二天參觀景點定於：亞洲大學-亞洲現代美術館 TEL：

04-23323456 

十二.臨時動議: 

太平社社長 IRON:第四次社秘原定 4月 16 日各社是否可行? 

決議:4/16 有多社另有活動，暫定日期為 23 日，地點確定再通知各社。 

十三、自由發言：無發言 

十四、散會（餐敘） 



 
 
 

                                     9 

 
 

 
2015-2016  1050121 期

刊  

 

 
 
 



 
 
 

                                     10 

 
 

 
2015-2016  1050121 期

刊  

 

 

 



 
 
 

                                     11 

 
 

 
2015-2016  1050121 期

刊  

 

 



 
 
 

                                     12 

 
 

 
2015-2016  10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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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16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