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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五月二十一日 

第 18 卷第 22 期 

第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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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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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茶，早知道 

主講人:社友邱翊紘 W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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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非常感謝邀請社友 WILLY、WILLY 夫人、ANDY 夫人來為各位社友

與夫人們講解茶道的禮節，希望今天經過 WILLY 的演說之後，大家能對

茶道有更深一層的認識，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 第 19 屆七社聯合例會座位實施方式如下： 

每社先到的社友由助理秘書跟號碼牌依序入坐到對應的桌子（除了

14-15、15-16 同期&前助理總監與素食外）這樣每桌都會坐到不同

社的社友才可達到聯誼的效果。最後晚到的社友伉儷們則會看當下

有空位桌子安排坐下或坐預備桌，因大廳空間有限所以預備桌會安

排在小廳。 

P.S:扶青團&扶少團不在此安排內他們有自己的位子  

以太平社為例，報名 40 人，因現場桌數編號只到 24 號，所以發

到 24 號後第 25 位社友發給 001 的號碼牌做第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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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06 次例會，5 月 14 日例會 

1.社友人數: 58 位    2.出席人數: 45  位   3.出席率:  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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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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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參加台北南海社授證23週年慶的社友，5月23日下午1:00集合於 

大里國小(大里區新興路 50 號)乘坐遊覽車，請社友穿著年度襯衫及

西裝、2014-2015 年度總監贈送領帶，請準時報到集合以免延誤行程。 

ARCH 夫人內輪主委報告 

一、5月27日星期三，中午12:00，假潮港城太陽百匯舉行夫人聯誼聚餐，

請夫人準時出席。 
 

FRUIT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 2015-16年度派遣學生準時參加第四次講習結業

典禮及Rebound經驗分享與簽證作業說明，函請查照。 

說明： 

1、 茲訂於下列時地舉行2015-2016年度派遣學生結業典禮，請貴

社通知各派遣學生與家長務必準時參加，課程內容請參閱《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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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時間：2015年05月23日(星期六) 08：30~17：20。 

2. 地點：協鴻工業(股)公司精科廠(請先至3F報到)，地圖如《附

件二》。 

2、 本次訓練活動著重在Rebound經驗分享與簽證作業說明，請貴社

通知各派遣學生當天務必著RYE制服出席，且家長至少一人出席

共同參與，皆無法出席者(含請假)若未來有任何問題，請「自行

負責」。 

3、為統計參加人數與用餐人數，請學生務必於05月21日前上網填寫

參加回條(網址：http://goo.gl/forms/dKYuZEO7yO)；家長代訂 

便當每份100元，請於報到前預備好“整數現金＂繳交，現場恕

不找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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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2014-2015 年度與 2015-2016 年度新舊任社長、祕書聯席會議記錄 
一、時間：104 年 5 月 15 日(星期五)  
二、地點：清境名人渡假村        電話：049-280-3668 

         (仁愛鄉大同村仁和路 216 之 1 號) 
三、出席：應到( 70 )人; 實到(56 )人; 缺席( 14 )人;記錄: 李宗永 
四、分區助理總監(陳永周 Auto)報告:略 
五、2015-16 年度分區助理總監(林哲弘 Carry)報告：略 
六、介紹 2014-15 年度各社社長、秘書伉儷 
七、介紹 2015-16 年度各社社長、秘書伉儷 
八、提案討論： 
1、案由：請討論本分區各社新舊任社長、秘書交接及授證典禮，（各社）

社長、秘書是否需至各社觀禮表示祝賀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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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七社新舊任社長、秘書交接典禮日期及地點 

 決議： 大里社 7/11(六)首敲例會邀請同期;地點:小春日本料理。 

        霧峰社邀請同期及各社認桌,參加分區友社交接典禮認 1 桌。 

        其他各社照案通過。   

 

2、案由:請討論助理總監、副秘書長、分區聯誼主委與各社社長、秘書

是 

        否互贈紀念品。 

說明：互贈,由社秘聯誼基金購買紀念品,預計金額每人 1,500 元。 

      不互贈。 
   決議：不互贈。 

3、案由：請討論總監公式訪問時，（各社）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是否需
至各社觀禮表示祝賀之意。 

說明：(1)、各社公式訪問日期。 
 
 
 
 

社  名 日  期 屆份 地        點 邀請對象 

大里國光

社
6/25(四) 18-19 菊園婚宴會館-旗艦

店

邀請同期及各社認桌 

烏日社 6/27(六) 25-26 菊園婚宴會館-旗艦

店

邀請同期及各社認桌 

大里社 
6/27~28 

(六-日) 
32~33

 交接旅遊 

大里中興

社
7/3(五) 18~19 第一次例會 邀請同期 

霧峰社 7/4(六) 32~33 新口味餐廳 

太平洋社 7/7(二) 17~18 全國大飯店B1國際二

廳 

邀請同期 

太平社 7/8(三) 31~32
全國大飯店B1國際一

廳 

邀請同期及各社認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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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名 日 期/ 星 期 

烏日社 104.07.21(二) 

大里國光 104.07.30(四) 

大里中興 104.09.04(五) 

太平社 104.09.23(三) 

霧峰社 104.09.24(四) 

大里社 104.10.05(一) 

太平洋社 104.11.03(二) 

      (2)、助理總監及社長，前往各社觀禮時，歡喜各 1,000 元整。 
決議： 照案通過。 
     

4、案由：請討論本分區各社舉行交接或授證慶典時，（各社）社長、秘
書是否需至各社觀禮表示祝賀之意。 

說明：如聯合例會，餐費以桌數為計算。（社長歡喜一千元） 
      （一般）社長歡喜一千元，社友註冊伍百元。 

         由主辦社代訂花圈或花籃乙對已表示祝賀，其費用由主辦社
自理。 

決議：照往例。 
   如聯合例會，餐費以桌數為計算。（社長歡喜一千元） 
   由主辦社代訂花圈或花籃乙對已表示祝賀，其費用由主辦社 
           自理。 
    

5、案由：請討論本分區各友社（社友）若有婚、喪、喜、慶時，各社
應如何表示祝賀或哀悼之意。 

說明：喜事由各社自行處理。 
          喪事由各社致送哀禮花圈乙對(以不超過 600 元為主)，委

由所屬社代訂，再向各社收取費用。 
決議：照案通過。  

6、案由：請討論 2015-16 年度社長、祕書聯席會議如何召開。 
說明：社秘聯席會議每三個月召開一次，於 104 年 7 月、10 月、

105 年 1 月、4月，當月第三週六 PM 五點舉行。 
      地點由主辦社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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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秘聯席會分配表,三個方案作決定擇一。 
編 號 日  期 主 辦 社 

1 104/07/18(六) 助理總監 、烏日社 

  2 104/10/17(六) 霧峰社、太平洋社 霧峰社、大里社 

  3 105/ 1/16(六) 大里社、大里中興社 太平社、大里國光社社

  4 105/ 4/16(六) 

抽

籤決

定 

 太平社、大里國光社 大里中興社、太平洋社

    
決議： 104/07/18(六):助理總監、烏日社 
       經由抽籤決定如下  
       104/10/17(六):霧峰社、大里國光社 
       105/01/16(六):大里社、大里中興社 
       105/04/16(六):太平社、太平洋社 
 

7、案由：請討論本分區七社聯合舉辦活動捐血親子聯誼聯合例會
(助理總監之夜)等。 

   說明： 
日期 活 動 名 稱 

104/11/28(六) 捐血活動 

104/12/19(六) 七社親子聯誼活動 
105/05/21(六) 聯合例會(助理總監之夜) 

決議：照案通過。  
 

8、案由：請討論 2015-16 年度同期會聯誼基金，應如何收取及有關婚
喪 

         喜慶禮金定訂及推選會計人選。 
說明：同期會聯誼，每位成員先繳交壹萬元整，作為聯誼基金。 

有關婚喪喜慶給付金額: 
1.同期會成員,若有榮任其他社團之『長』字輩，由聯誼基金:

祝賀禮金壹萬元，由成員本人自行購買禮品（多不退、少不
補）（如同一社團，以一次為限）。 

2.喜慶禮金:2,000 元(扣除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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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喪事奠儀:1,100 元(扣除當事人) 限直系血親由聯誼 
  基金統籌辦理 

4.住院以(助理總監、副秘書長、聯誼主委、社長、秘書)伉儷為
主慰問金 3,600 元。(以一次為限) 
暫定會計由副秘書長李宗永 H-Beam 擔任。  
同期會未出席者,社長、秘書自由歡喜。 

決議:照案通過。 
 

9.案由: 大里國光社誠邀台中市第 2-3 分區各社聯合例會。 
                    (提案人:大里國光社社長 劉顯彰 Arch) 

說明(一) 日期:10 月 8 日(星期四)晚上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旗艦店  

   主講:前衛生署長楊志良 
 

      (二) 日期:10 月 22 日(星期四)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旗艦店 
           主講:前總監林伯龍 Doctor 
           講題: STAR 會議 
決議:請各社提案至理事會討論是否參與聯合例會。  
     建議 STAR 會議由助理總監社為主辦社。   
 

八、臨時動議： 
1、印製 2015-16 年度助理總監、副秘書長、聯誼主委、社長、秘

書通訊錄。(提案人:助理總監林哲弘 Carry) 
 決議:通過印製費用由社秘同期基金支出。 
 

九、散會(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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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週扶輪思索~~第97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的品質—量大質精A Quantity of 

Quality。 

扶輪的力量取決於我們社員的品質。 

從本質上來說，我們都是很不一樣的人，這就表示並非每個人都有

成為承諾服務扶輪社員的特質—就是那顆奉獻服務以及增進友誼、容

忍、與世界了解的心。 

同時，不履行服務不了解扶輪的社員(Uncommitted / uninformed 

members)會對我們組織造成很大傷害。因為他們不但無法有效地提升我

們的服務精神，而且會降低扶輪社內的士氣，破壞我們在社區的形象。 

因此，扶輪年度目標在急於扭轉社員流失的現象之際，也重視到質

與量的問題─我們要的是量大質精(Quantity of Quality)。也就是將

新社員引進扶輪的同時，必須將那些不履行服務的掛名社員(RINO 

--Rotary In Name Only / disaffected members)，轉變(transform) 為

高度承諾服務的扶輪社員(Highly  Committed Rotarians)。 

因此，教育與訓練成為我們扶輪每一年度裡最大的挑戰與目標。為了

使扶輪永保充滿活力，我們必須不斷吸收及增加胸懷崇高服務標準與崇

高道德標準的新社員，同時，要不斷地從事新社員的訓練教育與現有社

員的繼續教育—“質的提高＂ 

 

活動照片 

     

社區服務~贊助爽文國中閱讀活動    社區服務~贊助僑仁國小清寒學

書籍經費體育經費                 童參與體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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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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15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