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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元月二十六日 

第 20卷第 19期 

第 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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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26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呂榮文 RATCHET 

     節  目: 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 吳本源 HOUSE 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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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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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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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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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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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2017 新春新氣象 祝賀大里國光扶輪社 社運昌隆 

               敬賀 全體社友及夫人 全家福 新年快樂 

「金雞獻瑞除舊歲，吉祥如意迎春暉」 

 
1/22 送書到泰北~此項國際服務活動計畫順利落幕，由衷感謝，地區總監

Joy 及地區各長官，分區助理總監Jason伉儷，及大里國光扶青、扶少、

社區服務團的團長及團員們，還有本社熱心的社友與夫人們，在週日休息

期間，大家專程撥空前來社館，共同來整理分類書籍，感激各位愛心的付

出！誠如總監手中捐贈的書本標題～把愛傳出去！再次謝謝所有捐贈書

籍者以及今日各位的善舉義行。 

此次愛心捐贈的書籍，共計分類完成30箱！將於年後安排貨運寄送至泰北

地區，並且已預計將剩餘的書籍約計20箱，後續另外分贈其他有需要的單

位。 

除夕前夕，我們邀請到我們優秀的HOUSE社友為我們演說~在房地產領域的

專業知識分享，一定精彩可期 ~ 歡迎HOUSE 理事長今晚的專題演說。 

    

  祝福 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   雞年行大運  幸福.平安.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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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  旨：公告3462地區2017-18年度訓練研習會日程表，地區助理總監

分區服務責任區，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週知。 

附  件：一、 3462地區2017-18年度訓練研習會日程表  

二、 3462地區2017-18年度助理總監分區服務責任區 

說  明： 

一、依據2017-18年度3462地區總監辦公室籌備處移文案辦理。 

二、檢附3462地區2017-18年度訓練研習會日程表、地區助理總監分區服

務責任區，惠請各扶輪社參閱。 

三、本案聯絡單位：2017-18年度3462地區總監辦公室籌備處，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電話：(04)7359565、傳真：(04)7350169 

 

 (二)、主  旨 : 函請各分區助理總監協助安排2016-17年度國際扶輪

7390地區GSE來訪行程與接待家庭，如說明及附件，惠請參照轉

知。 

說  明 : 

一、2016-17年度國際扶輪7390地區GSE來訪成員一行計五位，訪問時間為

106年3月18日至106年4月15日止。。 

二、檢附相關資料如附件，惠請各分區助理總監與所屬各扶輪社協商安排

訪問行程與接待家庭。請於2月15日完成接待家庭及參訪機構安排，

GSE委員會將於3月1日舉辦接待家庭說明會。 

三、參訪行程計劃表回函請寄至總監辦公室信箱：3460dg1617@gmail.com，

或逕洽電話:04-25670687 王盈蘋Apple 

四、本案聯絡人：趙志能Jim(彰化中區社)，手機:0937-437271 

    E-mail:jim@kingsun.ca 

附  件： 一、2017年7390地區GSE來訪團接待活動分區責任分配表 

3 

 

mailto:3460dg1516@gmail.com
mailto:3460dg1617@gmail.com


 

                                                 2016-17年度   

                                   1060126期  
 

         二、2017年7390地區GSE團接待工作相關資料表 

         三、7390地區GSE團接待家庭安排表 

2017/4/4 星期二 2-3分區 

2017/4/5 星期三 2-3分區 

 

(三)、主  旨 : 請踴躍報名參加「3462地區2017-18年度扶輪社層級訓練

師研習會(CTTS)」，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參照國際扶輪彙編23.010規範辦理。 

二、3462地區2017-18年度扶輪社層級訓練師研習會(CTTS) 

    日期：2017年2月26日(星期日)上午08:30至下午17:20 

  地點：明道大學-開悟樓103教室(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對象：曾經擔任過地區副主委以上職務或前社長，且對扶輪有高度熱  

忱之社友。 

三、敬請欲參加社友，於2017年2月11日以前線上報名，網址如下: 

      https://goo.gl/forms/ifh7MPOw7bLnjrye2 

四、請參加之社友自備筆記型電腦，以供實地演練。 

五、本案聯絡單位：3462地區2017-18年度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電話：(04)7359565，傳真：(04)7350169 

附  件：一、2017-18年度扶輪社層級訓練師研習會(CTTS)議程表 

        二、明道大學交通圖 

          三、明道大學校園平面圖 

 

(四)、主  旨 : 請踴躍報名參加地區訓練會議『地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參照國際扶輪彙編 23.030.相關規範辦理。 

二、舉辦地點 : 台中長榮大酒店B2桂冠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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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 : 106 年 3 月 25 日星期六上午 08:15 至中午 12:00 

    報名截止日 : 106 年 2 月 28 日 

三、邀請對象 :  

    1. 各社前社長、前助理總監及地區委員會前主委 

    2. 名額暫訂 50 名，額滿為止。 

    3. 會場提供餐點。 

四、請各社統籌彙整名單，逕洽地區總監辦公室。 

 

(五)、主    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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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屆年會，如說明及附件，請查照。 

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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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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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RYEMT第9屆年會的時間、地點如下： 

    時間：2017年4月22日至4月23日(星期六、日)，議程表如《附件一》。 

    地點：國立雲林科技大學(雲林縣斗六市大學路三段123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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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隨函檢附本次研討會的註冊方式與繳款說明《附件三》，請於2017年

01月25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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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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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íz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電話：

04-2223-3460。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87次例會，1月19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50位  3.出席率:60 % 

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988次例會106年元月26日(星期四)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

婚宴會館。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吳本源HOUSE。 

 

 (二) 、原第989次例會2月2日變更2月4日(星期六)下午6點，地點:寶麗

金婚宴會館(台中市西屯區市政北一路15號) 

節目:新春團拜暨家庭扶輪聯誼、女賓夕活動。 

※5:30召開2月份理事會請理事們提早報到。 

 

 (三)、第990次例會2月9日(星期四) 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扶青團及社區服務團報告。 

 

 (四)、 原第991次例會2月16日，變更2月11日(星期六)晚間時段安排元

宵節日、情人節前夕~電影藝術欣賞(魏德聖執導 - 52HZ I LOVE YOU) ，

支持國片~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五) 、原2月23日(星期四)第992次例會變更2/28(星期二)地區扶輪一騎  

跑，報到集合時間:6:00  集合地點:彰化縣田中鎮三潭國小操場 

接力/健跑組比賽時間:6:30~13:30  單車出發時間:6:50 

 

(六) 、年度春季旅遊 預定於3/4(六)-3/5(日)於北部大板根森林溫泉渡

假村/安排2天1夜的深呼吸SPA之旅在綠意生息下,體驗四季不同的溫泉天

堂! 敬請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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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L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2016-17年 下半年度社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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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6-17下半年度社費，收費明細如下:常年會費$30,000、扶輪月刊

$600、RI會費$750、贊助台北扶輪年會$1,000，共$32,350元 

三、寶眷社友收費明細如下:RI會費$750，共$750元 

 

 

專題演講 

【講  題】職業分享 

【主講人】吳本源 HOUSE 

【簡  歷】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監事 

經歷：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2004理事 

文心國際青年商會2002會長 

永隆國小 家長會長 

【現  任】中信房屋大里菁英團隊 協理        

 

 

 

月報告(December) 
生姓名：葉旻芳 

派遣扶輪社名：大里國光 RC  

接待國家：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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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待扶輪社名：Shenendehowa RC  

接待地區：D7190 

目前由第 1 接待家庭接待  

現今居住地址：8 Burning Bush Blvd Ballston Lake  

 

本月活動：  

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活動的情形： 

本月參加例會日期為十二月二十九號，Rotary Interact 和推薦社- 

Shenendehowa  Rotary Club  在當天有早餐會議，在這一天我們在會議 

上大致解說我們在每周三晚間 Interact會議中做了什麼事情、討論什麼 

事情以及參與Interact 的目的，每個成員都會有發言的機會。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去寶林球館打寶林球以及Laser Tag。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一切良好，這個月有一趟紐約旅行，這趟旅行當中混合了三個地區的交換 

學生。我們一起度過了三天的紐約生活，認識了很多不同國家的人，像是 

墨西哥、巴西、瑞士、西班牙、日本等等，在這三天認識不同的文化、學 

習不同的語言。除了扶輪社的交換學生外，我的家人給了我很多不同的體 

驗，這是第一次過這麼有聖誕氣氛的聖誕節。家裡有許多的紅綠裝飾、兩 

顆大聖誕樹以及無限循環的聖誕音樂，更讓我興奮的是在我的房間內，阿 

嬤也有給我一棵會發光的小聖誕樹，更在聖誕節當天收到許多來自家人的 

禮物！！！ 

 

3.結論：  

在這幾個月的期間，有過過渡期也有過低潮，這段期間內，沒有人能夠幫 

助你，唯一能夠幫助的人就是自己。雖然難受，但當你度過了這段期間， 

你會發現這一趟旅程有多麼的值得。對我來說，旅途中認識了很多人、學 

習許多不同的文化更多了一個家庭。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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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沒有任額疑難雜症，只是很想台灣的食物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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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里國光扶輪社榮獲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貳百萬功勞社】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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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書到泰北-把愛傳出去 

 

 

 

 

 

 

 

 

 

 

 

 

 

 

 

  

0119預防醫學-何豐名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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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書到泰北-把愛傳出去整理書籍 

  

  社區服務團參與整理書籍        大里國光扶少團參與整理書籍    

  
大里國光扶青團參與整理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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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1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國際年會的選舉人（Electors）。 

國際年會是由通過審查之代表（Delegate）、代理人（Proxy）及一般代

表（Delegates-at-large）構成國際年會之投票體（ the Voting Body of 

the Convention）、總稱選舉人（Electors）。其各自說明如下: 

1.）代表（Delegate）: 

任何國際年會，每一扶輪社均應賦與最少派遣該社社員為代表1人出席之

權。任何扶輪社，不包括名譽社員在內，其社員人數在50人以上者，每逾

50或其大半數，即可增派代表1人，並依此遞增。因此，一社代表人數之

決定，應以年會召開前之12月31日該社社員人數為準。 

2.）代理人（Proxy）: 

任何扶輪社，如在國際年會無代表或候補代表出席時，得依據國際扶輪章

程第九章第三條（a）款，指定其所在地區內任何他社之任何社員為其代

理人，行使本社所持有的一種或數種投票權。但非屬於地區的扶輪社，得

指定任何扶輪社之社員為代理人。 

3.）候補代表（Alternate Delegate）: 

各社於推選出席代表時，得為每一代表選派候補代表1人。候補代表代行

代表任務時，與其所代理的代表有同樣之投票權，得對國際年會提出每一

問題投使一票。 

4.）一般代表（Delegates-at-large）: 

國際扶輪每一職員或理事及每一位前社長仍持有名譽社員以外之社員資

格者，應為國際年會之一般代表，對提出國際年會表決之每一問題，有投

選一票之權。 

國際年會上選出那些RI的職員？ 

在每年國際年會選舉之職員為國際扶輪之社長、理事和地區總監以及英愛

國際扶輪之社長、副社長和名譽 

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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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服務人類 

 

2016-2017年度扶輪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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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