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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第 20卷第 24期 

第 9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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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3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陳奕源 Daniel 

      專題演講:STAR會議 

      主講人:地區訓練委員會 曾復興Pharma 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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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社友、各位夫人， 大家晚安..大家好！ 

 

本月份20屆授證盃GOLF友誼賽在台北南海社、嘉義中區社、東海社、

北屯社、及2-3分區八社的社友及夫人們的踴躍出席下圓滿落幕，謝謝各位

的熱情支持。 

 

本週安排了大里高中的淨水設備捐贈儀式，也參與了大里國光軟式壘

球隊的練習活動，還有即將於4/16舉辦的扶少團及扶青團地區年會，以及

由助理總監Jason帶隊即將於4/18啟程菲律賓馬尼拉大學區扶輪社參加45

屆授證慶典及將到來的二十屆授證慶典活動! 還有規劃多時的PM2.5空氣

品質監測設備安裝計畫….都將在本月份陸續展開活動序幕。 

 

近日RYE 2017-18年度青少年交換計劃派遣學生分派國家已出爐，恭

喜本社三位Outbound學生，獲派國家:SKIN公子吳崇愷-巴西 、PRESS公子

黃韋豪-巴西 、STAINLESS公子詹承翰-美國，不久的將來他們將代表大里

國光扶輪社 ~ 遠渡重洋擔任一年外交小尖兵，在交換的年度體驗國外生

活，學習不同文化背景的洗禮，展現最優質的國民外交 ; 以此勉勵三位。 

 

今晚的例會安排扶輪STAR會議，我們特別邀請到地區訓練委員會副主

委 PP.PHARMA 來為我們講述扶輪的要義，與各項的扶輪知識與規範，更

感謝PP. PHARMA這段期間辛苦為本社的社務行政細則及內規修訂;整理編

修成冊 ! 謝謝您 ! 今晚的扶輪知識饗宴，相信一定能讓大家收穫滿滿。 

 

 

感謝今晚全體例會的社友及夫人    祝福 心想事成.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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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  旨：公告2017-18年度青少年交換計劃派遣學生分派國家，詳如說

明及附件，函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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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派遣學
生之國家分派。 

二、學生目前分派的國家是依據學生基本申請資格、是否通過全民英檢初
級檢定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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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加上當年度特派員努力爭
取之名額分派而成，最後仍須以國外回覆Gurantee form以及入學許可證
明等資料才為確定分派之接待國。請貴社通知各派遣學生及家長詳閱《附
件》說明。 

 

三、若有疑問，請E-mail聯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電話：04-2223-3460 ‧傳真：04-2226-3460)；

或助理Maíz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 

     派遣國家:吳崇愷-巴西 黃韋豪-巴西 詹承翰-美國 

 
(二) 、 

主  旨：敬請貴社輔導顧問再次向各外籍Inbound學生重新宣導相關青
少年交換學生規則須知，並請貴社配合於時間內回傳各
Inbound學生確定之完整回程航班表與協助返國事宜，詳如說
明，函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感謝貴社熱心接待本地區之外籍交換學生。 

 
二、 依據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規則須知，學生應按學校課表

準時上學，若因缺課嚴重而導致退學，學生即會被遣送回
國，請貴社輔導顧問再次跟各學生告誡與宣導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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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School Attendance - I agree to attend school every day of the 

school calendar and make an honest attempt to succeed. 上課-我同

意按學校課表準時上學，並努力達成。 

I understand that school is the basis of my exchange visa. 我了解

接待學校及上課是交換學生取得簽證的基礎，如果接待學校不同意繼續接

待，將失去交換的資格。 
I will take part in all normal school activities, including exams, 
as a full-time student at a school arranged by my Host Rotary Club. 

我將參加接待扶輪社安排的接待學校的活動，包括考試等。 

三、 請貴社通知所接待之外籍學生最遲應於 2017 年 06 月 30 日
扶輪年度結束前返國(冬季交換生除外)；並請配合於 2017
年 05 月 15 日前回傳各外籍學生完整回程航班表予地區 RYE
委員會信箱 d3460yep@hotmail.com 備查，以利辦理交換生
團保與健保退保等事宜，若未於時間內回覆而造成延遲退保
作業所產生之額外保險費用將由各社自行負擔。 
 

四、 交換學生於學期結束後，在歸國前仍請接待扶輪社及接待家
庭依據社規、家庭規則及地區 RYE 相關規定來管理該學生的
日常生活，以確保交換學生歸國前之安全；而各接待社所代
收之緊急預備金 US$300，也請於該生返國前於機場入關前將
餘額退回該生並簽收備查。 
 

五、 若有疑問，請 E-mail 聯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Zoe 吳小
姐(電話：04-2223-3460‧E-mail: d3460yep@hotmail.com)
或助理 Maíz 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97次例會，4月6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69位  3.出席率:8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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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998次例會4月13日(星期四) 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 STAR會議 主講人:訓練副主委 曾復興PHARMA PP. 

 

(二)、原4月20日(星期四)第999次例會變更4/22(六) 大里社舉辦第34屆

授證典禮暨八社聯合例會。報到聯誼17:30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三)、原4月27日(星期四)第1000次例會變更4/29(六) 舉辦20屆授證典禮

暨八社聯合例會。報到聯誼17:30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四)、原5月4日(星期四)第1001次例會變更至5/6(星期六)舉辦母親節暨

女賓夕及家庭爐邊活動。  地點:城市部落 

地址: 

 

(五) 、原5月11日(星期四)第1002次例會變更至5/12(星期五)舉辦助理總

監之夜暨八社聯合例會。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六) 原5月25日(星期四)第1004次例會變更至5/27(星期六) PP.PU 

 千金出閣，時間18:30  地點:台中林酒店 廳別:三樓 全球+環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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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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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各項活動照片 

  

   社友邱志明 AUTO職業分享          社友林文耀 ALAN職業分享 

  
   交換生頒贈4月份零用金           NGSE交換生參加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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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 PP.喜獲金孫致贈紅包        GSE-霧峰林家花園參訪 

   
                 第20屆授證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大里國光軟式壘球隊                      扶少團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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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5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扶輪現在及未來對我的意義What Rotary means 

to me now and for the future。 

「假如扶輪的意義就是給予，我很高興我歸屬於扶輪。」If Rotary meaning 

is to give, then I am proud to be 

part of it. 

扶輪給予我的不僅僅只是有機會與人分享金錢，也要與世人分享我的時

間、智慧、承諾以及我們的關心與努力。 

因為，我深曉“重要的是你自己究竟給予了多少？那就會使你的生活昇華

了多少。” 

"What is important is how much of yourself you put into the 

giving.That is what makes the living sublime." 

因此，我應經由扶輪來獻出我的時間、才能與智慧去改善他人生活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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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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