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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年九月二十九日 

第 20卷第 11期 

第 9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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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例會 9 月 29 日  星期四 

        時 間:下午6:30 

        地 點:長榮桂冠酒店(B1 長榮一廳)         

司 儀:邱翊紘WILLY 

        節 目:南海風雲對我國與美、日、中國之影響 

        主講人: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召集人 

                林郁方博士 

 

 
 

  

社 長：曾建忠 副社長：鐘錦坤  秘書：何應欽  會計：張祈雄 糾察：陳威岳 
 2016-2017 年度理事 
曾建忠、林炳村、張明選 
鐘錦坤、黃輝錦、何應欽 
劉顯彰、李國文、康賜鑫 
曾復興、劉國勳、張祈雄 
吳宗隆、劉憲隆、黃承偉 
 
 

社 務 行政主委：鐘錦坤 
社員委員會主委：康賜鑫 
服 務 企劃主委：劉憲隆 
扶 輪 基金主委：曾復興 
公關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新世代服務主委 : 陳鴻文 

 

節目主委：劉國勳 
出席主委：林毅勳 
聯誼主委：邱翊紘 
社刊主委：葉仲任 
授證主委 : 黃輝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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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兩社的社友及與會的貴賓，大家晚安！ 

 

秋天的腳步慢慢到來,早晚天氣變化大敬請各位社友及夫人注意自身與家

人的保暖，近來颱風不斷也要提醒大家做好各項防颱的準備及個人出入安

全. 

今年度的國光獎學金申請辦法即將開始運作,也在近日內行文至屯區各所

學校請各校舉薦優秀清寒學生, 在國光獎學金主委FURIT的規劃下今年預

計將有20位優秀學子獲頒國光獎學金。 

本次的國際扶輪七地區偏鄉英語課輔計畫捐贈儀式 , 本人與地區獎助金

主委Press代表一同前往參加於9/25台北市議會舉辦「偏鄉英語線上課輔

計畫捐贈儀式暨聯合開學典禮」，在國際扶輪社7位地區總監的見證下，

宣布將輔導平台捐贈給教育部，並由教育部次長林騰蛟代為接受。啟動了

此項全國性共同合作的計畫。 

近日，社裡喜事不斷，首先要恭喜PP PHARMA喜獲金孫.樂開懷  ! 另恭喜

社友DRAGON喜獲千金. 明珠入掌 ! 在此謹代表全體社友及夫人獻上最誠

摯的祝賀之意 ! 接下來還有多位社友公子及女兒的結婚喜訊在此先行預

告了! 

 

今天在東海社 社長Tony精心安排下邀請到 林郁方博士來為我們講授 南

海風雲對我國與美、日、中國之影響 的精闢演說，也是我們首次與友好

社共同舉辦的聯合例會，藉此機會我們雙方能夠讓社友彼此的聯誼互動.

相互認識，也希望下次能有機會也能邀請東海社的社友及夫人一同來參與

我社的活動。期待 !   

今日主講 林博士於立院多年來專注於國防議題，今晚精彩的節目內容，相

信一定能讓與會各位對於國際局勢有更深入一層的了解。 

 

祝今晚與會的兩社社友及來賓   事業順心.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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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來函 

主 旨 : 惠請 貴公司贊助優質良藥予國際扶輪3460地區「菲律賓馬尼拉

地區國際義診活動」使用，如說明及附件，祈惠允賜覆。 

說 明： 

一、2016-17年度菲律賓馬尼拉地區義診活動： 

時間：2016 年 10 月 21 日(五)至 10 月 25 日(二)，共五天。 

地點：菲律賓馬尼拉地區。 

內容： 1.義診項目，含家醫、內、外、兒、婦產、眼、耳鼻喉、皮膚、

牙科等科別。 

2.孤兒院參訪及捐助與部分貧困、傷殘者福利品發放。 

二、本著【愛無國界、行善天下】之精神，扶輪服務人類之初衷，請貴公

司能贊助優質良藥（永信藥品）以共襄盛擧，嘉惠衆生。 

三、藥品需求列表如附件，惠請核閱。 

四、本案聯絡人：國際義診委員會主委 游銘堂 Tony (台中惠來社)，電

話：0963-299236 

 

 

國際扶輪3460地區台中市第2-3分區 

2016~2017年度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 函 

 

 主 旨：函知召開本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事由。  

說 明：一、為增進各社社長、秘書及社際間聯誼，藉相知、相識並

砌磋社務、 擴展扶輪，特舉辦本次聯席會議。  

二、茲將本次聯席會議時間、地點詳列如后：  

日期：2015年10月3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4:30~~~報到聯誼 下午5:00~~~準時開會  

地點:巧味膳房  

(地址： 412台中市大里區大里路200號，電話：04－24853489)  

3 

 



                                                 2016-17年度   

                                   1050927期   
 

 

三、隨函檢附本次聯席會議討論提案用紙一份，各社若有提案敬請於  

2015年10月24日前以書面傳真至霧峰扶輪社（FAX：04-23314117）、  

e-mail（service@wufeng.org.tw）告知，以便彙印。  

四、為例行守時，俾使會議圓滿舉行，敬請準時出席。  

五、特此奉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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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71次例會，9月22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2.出席人數: 51位   3.出席率:79 % 

 

WILLS糾察報告 

第971次例會9月22日歡喜曾建忠1000元、李國文500元、蔡秋明300元、 

戴百樟300元、莊榮華500元、張煥文300元、劉國勳500元、劉顯彰500元、

黃國卿500元、黃文隆300元、陳鴻文300元、鐘錦坤4100元、邱仕銅300元、

胡開化300元、張祈雄300元、葉仲任300元、邱翊紘300元、黃志豊500元、

陳威岳300元、陳茂煒300元、林文耀300元、蔡政憲300元。 

共12,600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972次移動例會9月29日(星期四)下午6:30長榮桂冠酒店 

   與東海社聯合例會 國策會國家安全組召集人 林郁方博士 

專題演講:南海風雲對我國與美、日、中國之影響 

現職: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國家安全組召集人 

學歷: 美國維吉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Virginia)國際政治學博士 

經歷: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所長 

      立法委員(五屆) 

      美國「傅爾布萊特」學者（Fulbright Scholar） 

      三軍大學戰爭學院榮譽講座 

      行政院國家建設班講座 

(二)、第973次例會10月6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館 

社友職業分享、長短期交換學生歸國報告 

※是日召開10月份理事會,請理事會後留步。 

(三)、第974次例會原10月13日(四)變更為10月8日(六) 重陽節健行休閒

暨女賓夕爐邊活動及職業參訪活動，致贈長輩重陽佳節紅包。 

報到時間:上午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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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溪頭翠谷餐廳(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坪峰巷1-38號) 

(四)、第975次移動例會10月20日(星期四) 藝術的巡禮~職業參訪青年高

級中學 

(五)、第976次例會10月27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館 

專題報告       主講人：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LEXUS 

 

TOOL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2016-17年上半年度社費 

二、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利社務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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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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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及活動照片 

扶輪七地區偏鄉英語台北記者會 扶輪七地區偏鄉英語台北記者會 

  

803醫院 林醫師 退化性關節的治療 803醫院 林醫師 退化性關節的治療 

  
第六屆 興大附中扶少團 首次例會 第六屆 興大附中扶少團 首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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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讓我們來探討一下有關於年度底的捐獻。 

我們扶輪的年度是於6月30日結束，捐款必須在該日期或之前蓋上郵戳方

能紀錄於今年度。我們鼓勵收集並於五月底或六月初提交年底捐獻來達成

我們社的年度捐獻目標。這將確保這個扶輪年度特有的點數與表彰。 

代表扶輪計畫的受益人們，扶輪基金會感謝我們持續的支持，使我們能夠

為那麼多有價值的計劃提供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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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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服務人類 

 

2016-2017年度扶輪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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