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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五月十四日 

第 18 卷第 21 期 

第 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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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詹振忠 FLOWER 

節  目:專題演講 

講  題:新世代的溝通術 

主講人:徐忠義 講師 

2014-2015 年度理事 
詹順偉、葉森雄、曾復興
劉顯彰、張明選、李國文
張煥文、劉國勳、周國昌
黃文隆、何應欽、陳鴻文
劉憲隆、胡開化、吳敬堯

社 長：詹順偉  副社長：劉顯彰   秘書：葉森雄 會計：劉憲隆 糾察：廖繼鋒

社 務 行政主委：劉顯彰
社員委員會主委：劉國勳
服 務 企劃主委：何應欽
扶 輪 基金主委：李國文
公關委員會主委：張煥文

節目主委：黃文隆
出席主委：陳鴻文 
聯誼主委：曾建忠 
社刊主委：李盛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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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STAINLESS 社長的話 

    I.P.P.PHARMA、副社長 ARCH、秘書 WELD、各位 P.P.，各位社友及

來賓，大家晚安、大家好！ 

18 屆已經接近尾聲，感謝社友與夫人們熱情的支持與付出，今年社

區服務做了 18 件:1、朝陽科技大學~築夢.傳愛.不設限-身心受限學生

環島志工服務， 2、贊助地區「台灣七地區聯合自行車環島根除小兒麻

痺募款活動」3、贊助大里區永隆國小「圖書館電腦設備更新」，費用 

4、贊助義勇消防總隊婦女防火宣導大隊十九甲分隊「防火宣導服裝」  

5、贊助南投縣中寮鄉永樂國小「運動服製作工資」6、贊助台中市視障

者關懷協會「開學急難救助」7、贊助西苑高中「全國冠軍前進俄羅斯

世界機器人大賽」，8、與分區舉辦聯合捐血活動，9、贊助甘霖社會福

利基金會「單車送餐日」活動，10、贊助永隆國小愛心志工媽媽隊服，  

11、贊助霧峰扶輪社盃國小軟式組棒球錦標賽， 12、頒發國光教育獎學

金，予社區 9 所高中職學校， 13、社區服務-大里國小牙齒健診活動，

14、贊助爽文國中閱讀活動書籍費用 15、贊助僑仁國小補助清寒學童參

與體育贊助經費，16、贊助興大附中 2015 世界青少年合唱大賽，17、

與油畫家謝滄益、陶藝家謝明融聯合舉辦慈善義展。部份所得款項

$96,250 元捐贈本社「扶輪之子基金」，18、國立台中特殊教育學校添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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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具，總共支出了$288,053 元，這是全體社友及夫人們一起種下的

福因，才能使得 18 屆的社運如此昌隆，這應該就是大里國光社得到的

福報，在此 STAINLESS 向各位深深鞠躬，謝謝大家，感恩! 

WELD 秘書報告 

一、台北南海社來函:邀請參加『台北市南海扶輪社授證二十三週年慶』

由。  

說明： 

1、本社『授證二十三週年慶』時間、地點如下，誠摯邀請各扶輪

先進蒞臨指導。日期：5月23日(星期六)  

時間：下午17：00註冊、聯誼、畫作欣賞、茶會； 

下午18：00晚會開始  

地點：台大庭園會館 101廳(台北市徐州路2號1樓； 

電話：02-2392-8888) 

社友餐費：每位$1,000元整 / 社友夫人餐費：南海社招待  

寶眷餐費：每位$1,500元整(凡佔位者將酌收餐費)  

2、為製作名牌及安排座位，敬請於4月24日(星期五)前惠知出席

名單。  

3、為求場地佈置統一，花款改以統辦處理，以便統籌佈置會場，

感謝合作。  

4、特此發函，敬請查照!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 2017-18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結果公告，惠請查

照轉知。 

說明： 

1、遵循國際扶輪細則: 「13.020.8挑戰候選人」之規定，暨104年4

月9日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委員會之決議案，並於104年4月10日

發文「提名公告」，業經公告期限截止並無他人提出挑戰。 

2、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委員會決議案正式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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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1地區: 總監提名人童瑞龍Five (台中港東區社) 

國際扶輪3462地區: 總監提名人謝明憲Ortho (田中社) 

3、函請查照。 

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05 次例會，5 月 8日例會 

1.社友人數: 59 位    2.出席人數: 51 位   3.出席率:  87 % 

GEAR 會計報告 

一、請社友繳交2014-15年下半年度社費，明細如下:常年會費$24,000

元、固定捐款$6,000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300元、扶輪月刊$600

元、RI會費$750元，共$31,6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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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WYER 糾察報告 

一、第 899 次例會 3 月 19 日例會歡喜:詹順偉 1,000 元、葉森雄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吳宗隆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 

施澧羽 300 元，共 4,200 元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節目預告:下週第 907 次例會於 5 月 21 日下午 6:30 假菊園婚宴會

館，專題演講:喝茶，早知道，主講人:社友邱翊紘 WILLY，請社友、

夫人準時出席。 

二、節目預告:第908次例會於5月23日下午5:30假菊園永隆店舉行第19

屆七社聯合晚會，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HOUSE 高爾夫球主委報告 

一、太平社來函: 為慶祝本社創社31週年紀念，增進社友間相互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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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磋球技，促進身心健康，特舉辦此聯誼賽，歡迎扶輪先進蒞臨指
導。  
1、 邀請對象：台中市2-3分區各友社、恆春社、台北市太平社、 

新莊東區社、台中東北社暨全體社友、社友夫人。  
2、比賽日期：104年6月16日（星期二）上午10:30準時開球  
3、比賽地點：國際高爾夫球場（04-22391172）  
4、報名日期：104年5月22日（星期五）前報名。  

TEL：04-22701801 FAX：04-22771997 E-Mail：
tprot@ms74.hinet.net  

5、費 用：免報名費(球場果嶺費、桿弟費請自理)。  
6、頒 獎：104年6月16日比賽結束後頒獎。  
7、比賽辦法： 

1.依球場單行規則辦理，如有未盡事宜，依國際高爾夫球比賽規
則行之。  

2.採用新新貝利亞計算，以淨桿決定優勝，如淨桿相同以低差點
者優先，再相同時以第18洞低桿者獲勝，又相同時以第17洞相
比，依此類推。  

8、獎勵辦法：凡參賽者均發給賣店餐券一張、礦泉水及高爾夫球一
條。  

(1)總桿冠軍頒予獎盃乙座+球袋一個  
(2)淨桿冠軍頒予獎盃乙座+球袋一個  
(3)淨桿亞軍頒予獎盃乙座+衣物袋一個  
(4)淨桿季軍頒予獎盃乙座+衣物袋一個+wilson球一盒  
(5)第四名頒予遮陽傘一支+ wilson球一盒  
(6)第五名頒予遮陽傘一支  
(7)第六名頒予wilson禮盒  
(8)進洞獎4名、遠桿獎2名、2進洞2名  
(9)一桿進洞獎共4短洞【每一短洞取第一位進洞者】，獎金各50,000

元  
(10)幸運獎第10名、20名  

(11)幸運獎第 31 名（由 Rotor 社長提供獎項） 

二、大里國光扶輪社第十八屆社長盃高爾夫聯誼賽謹訂於 5 月 27 日 

星期三中午一點霧峰高爾夫球場準時開球，並於菊園永隆店餐廳 

聚餐， 6 月 18 日感恩晚會頒獎，敬請社友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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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IT 青少年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2015-16 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派遣學生分派國家，
函請查照。 
說明 :  
1、依據財團法人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基金會(簡稱RYEMT)各特

派員向國外努力爭取名額,本地區RYE委員會已順利完成
2015-2016年度派遣學生之國家分派。學生分派的國家是依據地
區甄試、平常表現考核、學生與父母的配合度、學生志願順序以
及接待國家的年齡限制或特殊要求分派而成。 

     ◎吳典璟 ~美國，葉錦宏~德國，戴上恩~美國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通知貴社於2015-2016年度即將接待巴西籍男學生

Alvino Elias Sa Cavalcante Gomes Oliveira及美國籍男學生

William Grant LAWLEY、巴西籍女學生Mariana FRANCISCO 

ZANOVELLO。 

 

專題演講 

【主講人】徐忠義講師 

【講題】新世代的溝通術 

【學歷】亞洲大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 管理學碩士   

【經歷】漢田生技(股)公司 副總經理  彰化社區大學  

口才訓練與人際溝通 講師 

國  籍 姓        名 
性

別

生日

(DD/MM/YY) 
安排接待學校 

巴西 

Alvino Elias Sa 

Cavalcante Gomes 

Oliveira 

男 5/Oct/1999 興大附中 

美國 William Grant LAWLEY 男 12/Mar/1997 大里高中 

巴西 
Mariana FRANCISCO 

ZANOVELLO 
女 3/Feb/1999 台中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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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亞洲管理顧問(股)公司 執行長   

【演講摘要】 
1. 新世代的崛起      

2. 智慧的新世代                      

3. 如何面對新世代                     

4. 享受新世代的便利性                       

5. 攜手溝通新世代 共創希望好將來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8 屆 4 月份理事會會議決議 

壹、日期：104 年 4 月 12 日(星期日)晚上 6:00 

貳、地點：菊園永隆店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2 人、缺席 3 人  

詹順偉、葉森雄、曾復興、李國文、劉顯彰、張煥文 

        張明選、劉國勳、周國昌、陳鴻文、何應欽、吳敬堯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略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3 月份收支表，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第 905 次例會原 5 月 7 日變更為 5月 8 日，慶祝母親節暨

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第908次例會原5月 28日變更為5月 23日七社聯合例會，

地點:菊園永隆店。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新社友 1)許晁偉 Pilot、2)鄭宇宏 Michael、 

3)林毅勳 Car 入社案，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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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通過爽文國中閱讀活動書籍費用$20,000元如附件三。 

決議：請加附刊物名稱、購買日期，即通過。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8 屆 5 月份理事會會議決議 

壹、日期：104 年 5 月 8 日(星期五)晚上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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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缺席 5 人  

詹順偉、葉森雄、曾復興、劉顯彰、張明選、劉國勳、 

黃文隆、陳鴻文、劉憲隆、施澧羽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略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授證暨春遊活動支出明細表，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審查 4 月份收支表，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討論社友林金雄 JARHON、簡聖隆 HOUSE 退社案如附件三。 

決議： JARHON 通過、HOUSE 極力慰留。 

四、請通過社區服務案~~~贊助興大附中2015世界青少年合唱大賽 

經費如附件四。 

決議：贊助$20,000元，給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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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通過社區服務案~~~僑仁國小清寒學童參與體育訓練贊助經費

如附件五 

決議：贊助$20,000元，給予協助。 

柒、臨時動議: 

捌、散會 
每週扶輪思索~~第96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以下一個議題—有關於扶輪自己沒

有手，我們的手就是扶輪的手。 

扶輪自己沒有手，我們的手就是扶輪的手“Rotary has no hands of 

it｀s own. 

Rotary｀s hands are our hands.＂1990-91｀ R.I.前社長Paul 

Costa所說的一句話。 

在我參與扶輪運動28年以來，台灣在歷任扶輪的領導人睿智的領導

下，全体社友不但實踐了“您就是那一把鑰匙You are the key＂ 

1985-86年度國際扶輪前社長Edward F.Cadman 所倡導的的“ 承諾與奉

獻Commitment & Dedication＂那份決心外，更創造了專屬各個扶輪社

特有優良的傳統、倫理、慣例與文化，而且讓個個社友都能瞭解到我們

要以國際宏觀，本土關懷的視野與胸懷來推動我們的五大服務工作。大

夥兒不但思索出如何重新建構新家庭觀、新財富觀、新群体關係與職場

倫理外；也於漢、和、洋多文化的夾隙中，共同去思索如何發現我們生

長的這塊土地的生命力，以便默默地札根與耕耘於國家整体文化品質的

提升。同時，大家也不忘探討環保議題，並早已將台灣扶輪的觸角延伸

至綠色企業、環境心理學與國土規劃、區域開發等方面。 

我相信大家這份努力僅只期盼在新的世紀中，我們所生長的土地能

再度成為真真實實的“ 美麗之島Formosa＂而已。 

說真格的大夥兒這份真誠，這份默默為扶輪奉獻犧牲的努力，多年

來深深的感動著我。讓我覺得到台灣扶輪運動多年的努力之下，不但是

各個扶輪社都是成功的扶輪社外，同時觸動我心深處的是—每位社友的

雙手都已成為扶輪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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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3460地區第37屆地區年會104.03.28-29 

 

 

 

 

 

 

 

 

 

社區服務~大里國小牙齒健診活動104.04.07 

 

 

 

 

 

 

 

 

 

授證暨春季旅遊活動104.04.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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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與主委頒發中華扶輪教育受獎學生 

施姵宇同學獎學金 104.04.12 

2015 扶輪少年服務團年會照片於興大附中 104.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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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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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