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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二月二十五日 

第 19 卷第 16 期 

第 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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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5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 鄭宇宏Michael 

節   目: 中華扶輪受獎學生報告 

主   講                      人: 黃詩茜、施姵宇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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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 2016 猴年兩岸三地同時經歷了一個動盪的農曆春節，也宣示了

今年將是上下起伏大波浪的考驗，在無法預期的環境下風險掌握與危機

處理成為今年企業主們需具備的基本功，宅邸年運煞南，座南向北者不

利請暫勿興土木。 

2016-2017 地區總監已在總社受訓返回履新，帶回新的年度目標，各

項部門經地區秘書團隊整理後也將提出地區研習課程，近年來地區沿革

與轉變調整迅速，相信各位社友如有注意應也有感，比如社層級訓練師

的講習，扶輪中央系統的資料上傳接收，講習會的時間與規格整併等，

目前輔導的新社已授證在即，大里國光緬懷過去的榮耀之外，面對滔天

巨浪迎面而來的挑戰，我們社友是否準備好，要乘風應對還是隨波逐流?

希望能為自己籌措下一步的踏出妥善因應。 

3 月份有 3/5(六)烏日社第 25 週年的授證聯合例會，3/18(五)嘉義中

區社第 22 週年授證例會，3/21(一)草悟道社的聯合例會，一個月內三

個友社的授證節目蔚為奇觀，請有空出席的社友儘早向秘書與助秘報名

以利訂桌與註冊。 

GEAR 秘書報告 

一、嘉義中區扶輪社來函:謹訂於中華民國2016 年3 月18 日(星期五)

下午5：45 假小原婚宴餐廳旗艦館(嘉義市博愛路一段372號)舉行

授證廿二週年紀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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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授證暨春季旅遊活動於4月16、17日(星期六、日)，行程: 

4/16(六):大里國小集合出發~國道南下風光~北門婚紗美地(水晶教

堂、北門遊客中心、錢來也雜貨舖)~馬賽克拼貼般的美麗藝術.

井仔腳瓦盤鹽田~府城風味小吃午餐~「台灣迷你亞馬遜河」.

四草台江公園生態之旅~安平追想曲(開台天后宮、安平古堡

(自費)、安平老街、夕遊出張所)~晚餐台南富信大飯店~夜遊

府城(赤崁樓(自費)、花園夜市、林百貨)~夜宿台南富信大飯

店。 

4/17(日):飯店美味早餐~漫步台灣白宮.奇美博物館~喜粵樓港式風

味午餐~竹崎親水公園天空走廊、花仙子步道~檜意森活村

(KANO拍攝場影，漫步檜木香撲鼻的森活村內享受林業歷史風

情與電影文化交織的獨特美麗)、北門驛~晚餐菊園永隆店(扶

輪家庭、女賓夕活動)。 

住宿:2人房$3,200元、3人房$3,900元、4人房$4,600元，請社友、寶

眷踴躍報名，報名至 3月15日截止。 
三、總監辦事處來函: 函請踴躍報名參加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助理總

監暨地區團隊訓練研習會(AG &DTTS)」，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 :  

     1、參照國際扶輪彙編 23.040.1 規範辦理。 

     2、2016-17 年度 3460 地區助理總監暨地區團隊訓練研習會(AG & 

DTTS)，舉辦時間、地點如下： 

日期 : 105 年 3 月 5 日(星期六)下午 13:00 至下午 18:40。 

地點 : 逢甲大學第九國際會議廳，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3、敬請參加人員，於 105 年 2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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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備處，以利作業。 

E-mail : 3460dg161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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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25670687 

傳真:(04)25676087 

聯絡人:Marjorie 謝宜娟       

4、函請查照。(附件已轉相關社友) 

WILL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43 次例會，2 月 19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54 位   3.出席率: 87%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 第 941 次例會 2 月 4 日歡喜:劉顯彰 1,000 元、詹順偉 300 元、 

曾復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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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應欽 300 元、吳宗隆 300 元、

鐘錦坤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

邱翊紘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陳茂煒 300 元、蔡政憲 300 元、、

來賓太平洋社社長饒懷聖 2,000 元，共 8,100 元 

COPPER 會計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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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二、節目預告:第 945次例會原 3月 3日變更為3月 5日星期六下午5:20

假菊園永隆店舉行烏日社授證暨聯合例會，請社友準時出席。 

JAMES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 請鼓勵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與社友等志工踴

躍報名參加RYEMT第8屆年會，函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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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1、由國際扶輪3460、3470、3490及3510地區所組成的扶輪青少年交

換多地區組織--財團法人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基金會(英文

簡稱RYEMT)，將召開第8屆年會，希望能藉此將RYE的經驗與建議

相互交流及傳承，讓RYE在台灣的發展更加穩健踏實，同時促進各

地區的志工、學生、師長與家長彼此間的瞭解與友誼。 

2、RYEMT第8屆年會的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16年5月21日至5月22日(星期六,日)，議程表如《附件一》。 

地點：正修科技大學人文大樓-正修廳(83347高雄市鳥松區澄清路

840號) 

3、為檢驗貴社所接待外籍學生的華語及本地文化學習成果，以及即

將派遣的學生參加講習訓練的學習心得，上開交換學生與派遣家長

均必須參與本次年會。同時，請貴社參與RYE的志工(包括社長、社

長當選人、RYE委員會主委、輔導顧問、委員)、接待&派遣的家長、

接待學校師長以及預訂參與此項活動的學生暨家長，踴躍報名參加

此次年會。 

4、隨函檢附本次研討會的註冊方式與繳款說明《附件三》，請於2016

年02月29日(星期日)前完成報名與繳款手續，讓籌備團隊可以充份

準備，以便提供更優質的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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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EMT第8屆年會註冊方式與繳款說明 
一、 活動時間：2016年5月21日至5月22日(星期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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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活動地點：正修科技大學人文大樓-正修廳(83347高雄鳥松區澄清
路840號)。 

三、 註冊說明： 
1.本地區46位外籍學生、及各派遣學生與家長務必報名且出席參加

RYEMT第8屆年會，凡於2016年02月29日(星期日)前完成註冊與繳
費者，每出席一位加1分；父母均報名並出席者加2分，社長、社
長當選人、RYE主委、輔導顧問每出席一位加1分，派遣社委員代
替清寒學生家長出席者亦同。 

2.本活動採用網路報名，註冊表以『單一個人』為報名單位，請(Ctrl+
滑鼠左鍵)點選RYEMT第8屆年會註冊表(D3460適用)或輸入以下網
址：http://goo.gl/forms/etZnXul5d3。提醒您!填寫完畢後請點
選『提交』，才算完成回覆。 

四、 繳費說明： 
1.本活動僅受理「匯款」方式繳費。 
2.可多人同時線上填表註冊後，自行記錄個人應繳款金額再全部加
總，於匯款後將「匯款單收據」掃描或拍照並另外附上「報名人員
姓名總名單」，請採用E-mail方式(d3460yep@hotmail.com)回傳地
區RYE辦事處吳小姐Zoe供核對，單一個人註冊繳費也請在「匯款單
收據」空白處寫上「報名者姓名」後掃描或拍照E-mail回傳檔案核
對。*線上填表　記錄加總應繳金額　匯款繳費　E-mail回傳「匯
款單收據與繳費名單」　完成報名。 

3.RYE專款帳戶資訊：

 
五、 聯絡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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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9 屆 2 月份理事會會議決議 

壹、日期：105 年 2 月 4 日(星期四)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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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缺席 7  人 

     劉顯彰、曾復興、詹順偉、張明選、 

蔡秋明、邱仕銅、何應欽、胡開化 

肆、列席：無 

伍、主席報告：略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元月份收支明細 (附件一) 。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社區服務案:大里國小牙齒健診:日期:原 3 月 15 日 

(星期二)變更為 3月 8 日(星期二) 。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第 945 次例會原 3 月 3 日變更 3 月 5 日(星期五)烏日社授

證暨聯合例會，地點:菊園永隆店，每桌 5000 元，各社認桌。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第946次例會原3月10日變更3月21日(星期一)草悟道社授

證暨聯合例會，地點:全國大飯店。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1.第947次原3月17日變更為3月26日(星期六)、 

2.第948次例會原3月24日變更為3月27日(星期日) 

地區年會，地點:中興大學。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第 950 次例會原 4 月 14 日變更 4 月 16、17 日(星期六、

日)授證暨春季旅遊、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行程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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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社區服務案:喪葬費用補助案。 

                         提案人:社友廖朝南 Lucky Door 

決議：照案通過，補助經費 15,000 元。 

柒、臨時動議:  

  一、社友 MEGUS 張裕宜申請退社一案。 

決議：淮予所請。 

捌、散會 

交換學生葉錦宏元月份報告 

 

月初時, 正是換了第二個 home 家, 天氣也開

始進入到冬天該有的狀況了...  下

雪！！！！ 

 

 

 

 

在 1 月中, 則跟扶輪社的一個人出去打獵.... 

雖然很累，不過總共獵到了 4 隻狐狸, 4 隻鹿, 

還有一隻野猪, 也讓我在交換中, 有了不同

的體驗. 

 

 

月中, 溫度已經到可以讓湖面凍住的溫度

了...  雖然不會特別冷... 但卻也讓我看見

了與夏天完全不同的小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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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底的前一個禮拜, 是學校的“計畫週," 每個

人可以選擇自己想要在這個禮拜做的計畫, 我跟

朋友一起選擇了“書法＂ 也在過程中, 讓他們

對書法有更進一步的認識 

 

 
 

 

 

月底....  寒假開始了....  這次的 home 家, 

安排了到 sylt 度假一個禮拜, sylt 是在德國

北部很有名的小島... 到那座島上也只能搭汽

車用的火車過去...或正常的火車一樣可以 

 

 

 

在這樣的天氣, 雖然風有點大, 但是運氣很

好的.... 在小島的期間,  

只有一天是真的天氣不好的, 每天在這樣的

海岸散步, 就像夢一般....  

 

 

退潮後的 sylt.....   第五個月..  就這樣過

去了....   4 月的大旅行...  也越來越接近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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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戴上恩元月份報告 

Rotary activities 

0 time. Seriously? Yes, it is the truth. Don't feel amazing. I 

feel extremely happy.  

 

 

 

 

 

 

 

 

應該知道 Tyler 吧! 他被交換到彰化。 真的很巧，他也住在印第安納。 
 現在我們是朋友了 
Burris Laboratory school 
現在是第二學期了! 這學期的課稍微無聊一些。英文，地球自然環境，
經濟，地理，健康教育和歷史。 
沒有體育課。就當作認真學英文吧! 現在在學校朋友我真的吃很開，從
13-18 歲的朋友，全部都有。 
各種年齡層，我朋友也說他也想來臺灣。順便讓他看看臺灣的教育，說
真的不是不好， 
我覺得培養掃地觀念那些都很好，但是一天上 8 節課，真的有點太多了! 
我們不疾不徐地去上課，放學寫一下作業，完運動，回家休息。 
然後這學期的目標是，絕對不要有 C，試著拿全 A。 
最後，我很喜歡這間學校。真的很棒。 

After school 
之前放學是去游泳，但是游到後來，我發現再游下去會變浮屍。所以毫
無猶豫的退出游泳隊了! 
這真的很不好，沒貫徹始終，會加入只是一開始太衝動。應為放學真的
太無聊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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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休息大概一個月。現在我加入了田徑隊。這比游泳好一百倍。對我
來說， 
所以現在放學 4-6 點是跑步時間。下著雪跑步，厲害喔，超冷，超難跑，
但是也超爽。 
我希望自己的體能能夠更上一層樓，我也希望 100 公尺能跑到 13 秒， 
之前在台灣最後一次測是 14.1，這個數字我不知道該高興，還是該難
過。 
要練五個月，體能會有大幅度的成長。在台灣放學就回家或去補習班，
真的很可憐， 
在國外就是都在運動，真的很爽，功課也都會顧好。 
 
Taiwan's news 
最近也剛好看到台灣的一些新聞，大家變得很盲目，媒體說什麼就相信。 
英國研究，中國製造，臺灣報導，這大家都知道不可信。 自己要分辨 
每次看臺灣新聞 3/5 真的是沒救了。 現在網路上流傳一句話， 小時不
讀書，長大當記者。(台灣適用) 
 
Ed and Lisa's family 
這個家庭都沒做什麼特別的活動，所以我也是有一點無聊。我也希望他
們能帶我出去滑雪， 
我從 12 月說想滑雪說到快 2 月了，Shrock's family 在怎麼忙，假日有
時也會做些好玩的事。 想要抱怨一下。 
不能明講但是我也覺得很無聊。 這真的是，來美國窩在家! 希望下個
月會有所改變，帶我出去滑雪我就很開心了。 
我跟你們聊天也都很開心，你們來接我也謝謝你們。 
只是 home 爸也問我在台灣過年期間最做什麼?然後你有問想做什麼事嗎?
我說我想滑雪，我說了三個月了。 天啊 
我不知道是我英文還那麼爛，講到他都聽不懂。 
這是我心裡的想法，我也不知道他們有沒有抱怨我怎怎怎，我沒做壞事
就好。 

滑雪(保證絕無怨言) 不然齁，我這輩子都把它當故事說。  

好啦，至少每個星期天都會去 home 媽的父母家吃飯。 每星期日都吃很

好，這點我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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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我跟他們聊臺灣選舉的事，他們也聊美國選舉的事。非常的好玩。 

    

 

 

 

 

   Baby                             Baby and  mom 
Question and suggestion 
I desire to study university in America, if so, I will deeply 
appreciate your help. 
I'm pretty sure I can do it If I have chance. Also, it's a extremely 
good university. 
Counselor met with me 
I remembered only one time in January. 
I did't do any special things in January, so I did what I have 
to do. Now, I have watched the article in English everyday. 
Mainly, I want to challenge to CNN or BBC's articles; most 
important of all, it's not easy to master a foreign language. 
I will do it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and all out.  
By the way, I know where our journey will go. We have two options 
in our trip. 
We can decide what route you want to go. East coast or west coast, 
but both of them are really expensive. 
How much is it? Let me tell you; 2250 US dollars. 
You can go to RYE's website to watch it if you want to know more 
about our trip. 
My friends will go to west coast because they told me is too many 
historic building in East coast. 

They want to go wherever it is not important for me. After all, 

I look forward to going to visit New York and White house. (east 

coast)179 days left. ( Don't really wanna go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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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扶輪思索~~第 110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我們的扶輪義工。 

扶輪義工的設計，是要讓扶輪社員更瞭解他們和其他社區之中有哪
些義工的機會，並為扶輪社員提供資源，以支援他們在扶輪社、地區和
國際層級上的義工服務工作。扶輪義工是扶輪社員將職業才能發揮在工
作上，藉由奉獻他人所需要的時間與專長來協助他人的另一種方式。 
國際扶輪理事會已經將地區登記為扶輪義工的扶輪社員人數上限定

為地區扶輪社員總數的百分之一。此外，義工應有可資證明的專業及技
術能力，並且至少應在25歲以上。 
扶輪社社長和地區總監應在職業服務委員會下委派扶輪義工小組委

員會，以加強運用扶輪社員和非扶輪社員來作扶輪義工的服務，並研發
一些可讓我們使用的各種扶輪義工計劃。國際扶輪有義工資料，可以作
為扶輪社員和非扶輪社員義工以及可能的社區和國際服務地點之間的
橋樑，也有一份可以安置、訓練、或資助義工的組織名單。 

凡是擔任國際扶輪義工達4-8週之扶輪社員、基金會受獎人和扶輪青
年服務團團員，都可向扶輪基金會的扶輪義工獎助金計劃申請補助。同
時，必須獲得計劃所在國家的扶輪社邀請。在某些情況下，非扶輪社員
也有機會獲得有限的資助。如非扶輪社員的特殊技能及經驗，對於扶輪
服務計劃之成功關係重大，則保管委員會主委得特例准其申請。 

備註：已登記的擔任扶輪義工的扶輪社員、扶青團團員和扶輪基金
會前受獎人如果已經在國際上找到可以服務的地點，都有資格向扶輪基
金會申請扶輪義工獎助金。扶輪基金會或許能為打算服務4至8週的已登
記義工提供最廉價的來回機票與每日的最多50美元的補助。 
 
活動照片 

新春團拜暨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105.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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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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