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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六月十一日 

第 18 卷第 24 期 

第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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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陳信宏 FANDI 

節  目:專題演講 

主講人:陳淑華老師 

講  題:2015 豐盛的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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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D 秘書報告 

一、6 月 25 日下午 5:00 假菊園婚宴會館舉行第 18、19 屆新舊任社長暨

職委員交接典禮，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DESIGN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09 次例會，6 月 4日例會 

1.社友人數: 58 位    2.出席人數: 48位   3.出席率:  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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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例會第 911 次例會， 6 月 18 日下午 6:30 假菊園永隆店舉行感

恩晚會暨女賓夕活動，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FRUIT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本地區將於 6月 15 日~6 月 16 日獎勵優良外籍

學生參加阿里山 森林之旅，請通知貴社所接待外籍交換學生準時

報到並注意安全。 

說明： 

1、茲附上獎勵今年度優良外籍學生參加阿里山森林之旅 行程表，如 

《附件一》；請 各接待社務必協助交換學生辦理請假事宜，接待家

庭準時將學生送  至集合地點，函請查照辦理。 

◎集合時間： 06 月15 日（星期一）上午7:30，勿遲到。  

◎解散時間： 06 月16 日（星期二）下午 17:30，請各接待家庭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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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準時將學生接回。 

◎集合與解散之地點：哈漁碼頭。 

2、參加活動前，請貴社 RYE輔導顧問告誡外籍學生需遵守各項規則與

參本活動相關注意事。 

 3、地區 RYE委員會聯絡資料:活動主要聯絡人 -P. P. Metal吳琮囿 主

委 (手機:0932564021台中興社 ) 

專題演講 

【主講人】陳淑華 老師 

【講題】2015 豐盛的一年 

【學歷】馬偕護校   

【經歷】台中學苑『生命靈數』課程教授老師 
蘋果日報財經周刊理財運勢欄編撰者 

台北宏恩醫院加護病房護士 

袋鼠媽媽幼兒園園長 

勁寶兒嬰幼兒教室主任 

『大墩寫作讀書會』，曾任第 5、8、9、12、13 屆會長、副會長 

合格父母成長班結業 

教育廣播電台陳夢玲兒童繪本分享（92 暑假） 

凡琪有限公司顧問 

【現任】 巫婆屋負責人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8 屆 6 月份理事會會議紀錄 

壹、日期：104 年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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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人、缺席 6  人  

肆、列席：  

 詹順偉、葉森雄、張明選、曾復興、李國文、劉顯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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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國昌、劉憲隆、何應欽 

伍、主席報告：略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5 月份收支表，如附件一。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電腦更新案，如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另網路升級光世代 6M(目前詢價費用$669 元) 

三、請通過南投縣中寮鄉永樂國小~獎勵金 12 位學生，每位 600 元，

共 7,200 元 

決議：照案通過，請學校附上學生名單 

柒、臨時動議: 

一、5位社友未交社費(HOUSE、MANPOWER 允退社) 

二、永樂國小校長邀本社參加 6 月 17 日畢業典禮 

捌、散會 

 

每週扶輪思索~~第99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發展特殊的例子──扶輪成為家務事

Rotary becomes a family affair。 

扶輪家庭週(2 月 3-9)的主旨和印度賈克罕的詹薛普中央夫婦

(Jamshedpur Central Couples)扶輪社有異曲同工之妙。該社的 22 名

社員全是年輕的夫婦，這或許是扶輪歷史的創舉。 

辛哈尼亞(Mahesh Singhania)在成為創社社長之前，乃是輔導社的詹

薛普扶輪社的社員。第 3250 地區總監納蘭(Sandeep Narang)說辛哈尼

亞一直鼓吹朋友與事業夥伴加入該扶輪社，可是社員的平均年齡─超過

50 歲─以及社員在進入扶輪社的理事會之前所需的資歷─一般來說是

10 年─因而讓年輕人怯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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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詹薛普扶輪社的支持之下，辛哈尼亞和 2001-02 年度助理總監德

柯斯塔(Ronald Dcosta)開始和許多夫婦商談成立新扶輪社的事。納蘭

評論說：「妻子似乎比較熱衷。」也由於她們的興趣因而建議成立一個

夫妻社，「這個構想像星火燎原一樣。」不到一個星期，有 11 對夫妻加

入。 

納蘭說：「他們覺得夫妻社將會很有趣。他們知道如果社員覺得有

趣，服務也就隨之而來。」甚至在該社 2002 年 7 月 31 日的授證儀式之

前，這些夫婦已經開始成立一個扶輪少年服務團、一個扶輪社區服務

團、以及一個弱勢少女縫紉團。 

前國際扶輪理事「東尼」賽蘭諾(Antonio “Tony＂Serrano)在印度

處理扶輪事務期間，把證書頒發給這個新扶輪社。 

對於該社社員，賽蘭諾驚嘆說：「他們對扶輪十分熱忱。」他們全部

都是專業人士，其中許多人都有子女。 

該社未來可能會考慮吸收單身社員。目前，還有 8 對夫妻渴望加入，

建立一個家庭族傳統。 

備註：2004 年立法會議通過將扶輪家庭週(2 月第二個星期)改成 12

月為扶輪家庭月(2004 年程序手冊 P284)。 

扶輪家庭 Rotary family 包括： 

扶輪社員之配偶、遺妻/遺夫、子女、孫子女、及其他親戚、以及扶

輪基金前受獎人、團體研究交換團團員、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扶輪青

年服務團團員、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員、扶輪青少年領袖獎參與者、內輪

會及其他扶輪配偶團體、及全球網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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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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