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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24 期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16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6期 

中華民國一○六年八月二十四日 

 

例會時間:每週四，06:30PM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ing: Every Thursday 06:30PM 

Add:1F., No.32-2, Aixin Rd., Tali Dist. 

Taichung City 412, Taiwan 

 

                           

歡迎 地區總監 

                                                                              謝明憲  ORTHO 伉儷 

            蒞臨公式訪問                    
                                 地點:菊園宴婚會館 

(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社長：鐘錦坤     副社長：黃國卿      秘書：鄭宇宏    會計：陳威岳     糾察：陳茂煒 

2017-18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黃國卿  節目主委: 黃文隆

鐘錦坤、曾建忠、鄭宇宏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出席主委: 邱仕銅

張明選、廖欽炯、張煥文 服務計劃主委: 陳鴻文  聯誼主委: 林毅勳

曾復興、劉國勳、黃國卿 扶輪基金主委: 曾建忠  社刊主委: 李盛明

黃文隆、吳本源、陳鴻文 公共關係主委: 吳本源 

黃志豊、林毅勳、陳威岳 新世代服務主委: 黃志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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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9  歡迎新血輪 

P40  扶輪思索 

P41  扶輪頌、歡迎區總監、歡迎社友歌、大里國光社社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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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會議名稱 參加人員 

17:00~17:30 總監與社長、秘書座談 社長、秘書 

17:30~18:00 總監與領導團隊座談 社長、秘書、會計、糾察、六大主委 

18:00~19:00 例會、總監專題演講 來賓、全體社友暨夫人 

19:00~19:10 拍攝團體照 全體社友暨夫人 

19:15~ 聚餐聯誼 所有與會人員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旗艦店) 

台中市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TEL:04-24862118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016 次例會程序表 

18:00 例會開始                          司 儀: 劉憲隆 GEAR 

1.例會請社長鳴鐘開會                               

2.請扶輪社社友起立唱扶輪頌 

3.宣讀四大考驗: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是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4.介紹地區總監 ORTHO (請 E.C.助理總監介紹) 

5.唱歡迎地區總監歌 

6.介紹總監訪文服務團隊、貴賓、各社社長及友社社友 

7.請友社社友起立唱歡迎扶輪社友歌 

8.社長 X-Building 致詞 

9.地區總監 ORTHO 致詞及專題演講 

10.頒發保羅哈理斯獎章: 

受獎人: 社長鐘錦坤 X-Building、秘書鄭宇宏 Michael、IPP.曾建忠 Net、社當

黃國卿 Injection、PP.曾復興 PHARMA、社友周國昌 JOU、社友施澧羽 COOLING 社

友陳威岳 Wills、社友黃志豊 PRESS 

11.新社友入社宣誓儀式:廖嘉彥 CABLE、蘇瑞信 T-BAR、康巃軍 KENNY 

12.總監致贈禮品 

13.本社扶少團與紐約 SHS 扶少團結盟(Twin Interact)簽約儀式 

14.秘書 Michael 報告              15.糾察 WE 報告 

16.出席 Copper 報告               17.社長鳴鐘閉會 

18.大合照                        19.聚餐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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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地區活動服務項目 
(一)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01 日起 

活動地點：各原民國中小學 

參加對象：認養的扶輪社與社友 

主委: 台中惠民社 林俞妙(Dami) 0963297331 

宗旨: 讓原住民的孩子看見自己的未來 提昇原住民孩子自信心， 提供大

眾認識原住民文化的機會，進而參與體驗。 

 

(二) 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起 

活動地點：3462 地區各高中、國中、小學 

參加對象：認養的扶輪社與社友 

主委: 彰化東北社 陳振吉(Lawyer) 0922749896 

宗旨: 配合彰化地檢署，彰化縣政府，藥物濫用防治計 畫，於 3462 地區

分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舉辦 20 場宣導有關藥物濫用的後遺症，並配合

北中南 三地區，於 228 扶輪愛跑活動擴大宣導。 

 

(三) 國際義診關懷 

活動時間：2017 年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8 日 

活動地點： 緬甸 

  參加對象：扶輪社友約 60 名，每社贊助新台幣 2萬元 

主委: 台中草悟道社 (ENT) 0963025456 

宗旨:前往緬甸，距離仰光 2 小時的小鎮農民醫院義診，慰問殘障院、養

老院、孤兒院。並捐贈醫療器材。 

 

(四) 扶輪愛跑 

活動時間：2018 年 2 月 28 日 

活動地點：田中鎮 

  參加對象：扶輪社社友寶眷，每社贊助新台幣 1 萬元 

  主委: 台中西北社 林坤宏(Lucky)0912337227 

宗旨:延續 3460 的運動精神，配合舉辦園遊會和趣味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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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泰北 VTT 活動 

活動時間：2017 年 11 月 

  參加對象：扶輪社友，每社贊助新台幣八千元 

  主委: 台中惠民社李安娜 (AST) 0972078152 

 宗旨: VTT 連續三年活動， 3462 地區以贈送紅豆餅製作工具，並訓練製

作，培育謀生一技之長。 

 

(六) 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起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分區辦理 

主委: 台中黎明社 李賜郎(Professor) 0932563837 

宗旨: 國中、小課輔，建立青少年的信心。不輕易放棄學業！建立基礎，

啟動青少年的視野！  

 

 (七) 扶輪之子成材計畫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 日起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每社贊助新台幣一萬二千元 

   主委: 彰化松柏社 林淑令(Evelyn)0937252597 

   宗旨: 認養扶輪之子從 14-15 年度開始 

        第一年 14-15 年度目標；擴大認養扶輪之子 

        第二年 15-16 年度目標：真心關懷 

        第三年 16-17 年度目標：心懷感恩 
17–18 年度幫助 3462 地區，新住民之子，認識他們母親的  

      文化與語言，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並與暨南大學 

      產學合作，達德商工合作培養烘焙技能。 

 

(八)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至 2018 年 4 月 22 日 

參加對象：全體扶輪社社友 

主委: 大里國光社 賴基詮 (Watch) 0909-173819 

宗旨: 配合 RI 減緩地球暖化，廣植樹、護老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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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至 2018 年 5 月 31 日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未婚社友與小扶輪 

  主委: 台中東海社 賴國弘(Structure) 0932-645886 

宗旨: 結合 全國六個地區(D3482,D3490,D3501,D3502 

     D3521,D3523) 未婚社友與小扶輪，舉辦三次聯誼活  

     動，互相認識，擴展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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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簡介 

臨時成立日期:1996 年 1 月 28 日            

區        域:大里區 

批 准 日 期:1997 年 4 月 2日 

授       證:1997 年 5 月 3日 

例 會 日 期:每星期四下午 6:30 

例 會 場 所:菊園婚宴會館 

         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辦 事 處:412 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    話:04-2407-0672    傳  真:04-2407-1295 

社    友:61 位 

轉 導 社:大里扶輪社 

輔導特別代表:洪有益(A-KI) 

輔導委員:劉世雄、林枝成、黃國漢、林進重、彭金絨、黃泰詠、 

郭桂霖、賴慶華 

(一) 民國 85 年(1996 年)11 月 21 日，大里扶輪社前社長劉世雄、 

洪有益、彭金絨、林枝成、前秘書黃國漢、陳龍飛、社友郭桂霖、賴

慶華、林進重、黃泰詠等九名敦促策動籌備，由陳龍飛籌備組織。 

(二)民國 85 年(1996 年)12 月 9 日，邀請前總監代表馬瑞鳳，輔導特別代

表洪有益，大里扶輪社前社長劉世雄三人指導下籌組創立籌備會。 

(三)民國 85 年(1996 年)12 月 28 日，下午 5:30 假大里市大里國中大禮堂

舉行大里國光扶輪社臨時成立典禮，當時社員人數共 21 名，並推選陳

龍飛為創社長，張任中為秘書。 

(四)民國 86 年(1997 年)4 月 2 日正式奉國際扶輪批准為大里國光扶輪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並於(1997 年)5 月 3 日假大里

市東海漁村餐廳舉行授證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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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年度社長簡介 
姓    名：鐘錦坤 

扶輪社名：X-Building 

職業分類：營造業 

現  職：富承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總經理 

夫人姓名：黃錦惠 

◎扶輪經歷◎ 

2012 年         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2～2013 年度 防止社員流失主委 

2013～2014 年度 配合獎助金主委 

2014～2015 年度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15～2016 年度 聯誼主委 

2016～2017 年度 副社長、社務行政主委、軟式壘球隊主委、理事 

2017～2018 年度社長、理事 

 

 

2017~2018 年度秘書簡介 
姓    名：鄭宇宏 

扶輪社名：Michael 

職業分類：PVC 人造皮 

現  職：堃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夫人姓名：巫翊華 

◎扶輪經歷◎ 

2015 年         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6～2017 年度 RCC 推廣主委、GSE 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年度 理事、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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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六大委員執行內容 

一.社務行政委員會                主委：黃國卿 INJECTION 

▓秘書                                    秘書鄭宇宏 MICHAEL 

1.編印社員通訊錄及社友名片。 

2.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每月理事會召開與執行決議。 

4.依照國際扶輪秘書手冊執行。 

5.與社長出席國際扶輪台中市第 1-4 分區社長、秘書聯誼會議。 

▓會計                                     會計陳威岳 WILLS 

1.編列年度預算，並逐月檢視支出符合規定，製作收支明細。 

2.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每月理事會報告財務狀況。 

4.執行年度財務交接 

▓節目委員會                           節目主委黃文隆 LIFE 

1.安排每月之例會節目及活動。 

2.定期安排專題演講。 

3.安排總監人才庫之講師於例會中演講。 

4.各項慶典活動之節目安排及主持。 

▓出席委員會                           出席主委邱仕銅 COPPER 

1.以提高例會出席率為目的。 

2.關心並追蹤缺席社友。 

3.例會前，主動通知、聯絡各社友及夫人。 

4.與聯誼主委配合在友社補出席的交流活動。 

5.安排社友參加 1-4 分區及各友社例會與活動，增加各社與社友間交流互

動，相互學習。 

▓社刊                                社刊主委李盛明 COMPUTER 

1.編排版面力求清楚、簡潔，宣導社務、與友社互動訊息。 

  2.報導社務進行中事項以及社友參與情形。 

  3.扶輪家庭變化與社友榮耀、喜慶等事蹟的分享。 

  4.特定節日(交接.授證)特刊編排。 

▓糾察                                          糾察陳茂煒 WE 

1.會場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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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場佈置是否得宜，如麥克風試音投影及電腦設備是否無 誤，以及大

型會議會場之佈置。 

(2) 提醒開會時，要準時開會，提醒準時閉會。 

(3)開會開始時，巡視社友是否還滯留在其他地方。 

(4)紀錄有無遲到及早退之資料登記。 

(5)維持開會時之品質，制止干擾會議秩序的情況。 

2.服裝儀容： 

(1)正式會議或有來賓蒞會時，檢核服裝是否整齊，著西裝繫當年度領帶，

並配帶扶輪徽章。 

3.歡喜箱： 

(1)社會服務的經費來源為歡喜箱的收入，須以個人意願樂 

   捐，不能有強迫性。 

(2)社友在社會上有光榮事蹟受表揚、刊登報上或其他喜事， 

   諸如社友或夫人生日、結婚紀念日、子女金榜題名、名 

   列前茅…等。 

▓聯誼委員會                                聯誼主委林毅勳 CAR 

1.於例會上介紹來賓與來訪社友。 

2.掌握社友間各項喜慶婚喪慶典，安排社友參與。 

3.與各兄弟社、姐妹社、友好社社友間往來，並介紹社友間 

  認識與互動。(金蘭社間往來由金蘭主委) 

▓休閒委員會                                休閒主委林文耀 ALAN 

1.注意社友各重大記事，並於例會或家庭紀念日上進行慶祝活動。 

2.尋找休閒聯誼地點，並安排休閒與家庭紀念日的活動。 

3.與內輪會共同辦理休閒活動。 

4.協助推動各社團、友好社的活動。 

(1)、 高爾夫球                         主委: 賴基詮 WATCH 

(2)、國光薩克斯風隊                    團長: 戴百樟 FRUIT 

(3)、國光慢速壘球隊                    隊長:陳信宏 FANDI  

-1.宗旨： 

 為促進社友之友誼，並藉以健身 

-2.參加人員及資格: 

 本會會員資格應為大里國光扶輪社社員，包括名譽社友、家屬及興趣同好

的國光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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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費及費用: 

(1)年費由各團負責人自行制訂。 

(2)各團由社補助$15,000 元，並由負責人簽具。 

(3)會費如有不足，由團員自由捐助之。 

▓扶輪知識委員會                       扶輪知識主委劉顯彰 ARCH 

1.在例會中宣導扶論知識、精神。 

2.分派人選參加地區舉辦之各種扶輪知識講習，以宣導與傳承扶輪精神。 

3.每年至少舉辦二次 STAR 會議。 

▓內輪委員會                      內輪主委劉色鳳 INJECTION 夫人 

1.社友夫人間之聯誼與活動安排。 

2.協助推動社務，經由夫人的助力，增加社友的聯誼與出席率。 

▓扶輪櫥窗(SHOW CASE)推廣            扶輪櫥窗主委陳奕源 DANIEL 

配合 RCC 推廣委員會主委推動 RCC 登錄作業，協助本社登錄各項社區服務

成果及張貼一件扶輪社推動的活動計劃，於 RCC 網站-扶輪櫥窗(SHOW CASE)

並宣導相關知識，實際安排操作教導社員使用扶輪中央系統更新資訊。 

二、社員委員會                             主委：劉國勳 ANDY 

▓職業分類委員會                        職業分類主委蘇武宗 AIR 

1.審查新入社社友職業分類。 

2.分類疑有重複時，應與現職社員協商，並獲同意後，方可引進。     

▓社員發展委員會                       社員發展主委邱志明 AUTO 

1. 本年度預計增加 6名新社友。 

2. 鼓勵社友「開口邀請合適友人加入扶輪社」。 

3. 鼓勵社友寶眷正式參加扶輪社為社友。 

4. 宣導目前尚欠缺會計師、銀行業、餐飲業之職業別潛在新社友。 

▓扶輪擴展委員會                    扶輪擴展主委葉仲任 JAMEI 

1.加強扶輪知識宣導，宣揚 2017-2018 年度 RI 年度主題：「扶輪改善世

界」。 

2.聘請講師加強「扶輪宗旨」、扶輪精神「寬容、友誼、服務」，「四大

考驗」與「超我服務」的了解。 

▓防止社員流失委員會主委   防止社員流失主委康賜鑫 KANG KANG 

1.加強扶輪知識宣導。 

2.建立新社友褓母制度。 

3.加強扶輪家庭聯誼與內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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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行 STAR 會議。 

▓內規委員會                              內規主委曾復興 PHARMA 

修訂大里國光內規施行細則，並於社員大會決議通過實施 

▓RCC 推廣委員會                        RCC 推廣主委王國瑋 DAVID 

推動 RCC 100%社員登錄作業，加強 RCC 網站知識宣導，至少百分之五十的

社員將自己的專長及興趣輸入 My Rotary 的 profiles（簡介）部份，並於

例會安排操作教導使用扶輪中央系統。 

▓STAR 會議                               STAR 會議主委黃輝錦 P.U    

『教育就是學習』。社員加入扶輪社不過是開始培養成為一個積極、執著、

樂於服務的扶輪社員的第一步而已。還有許多要學和要了解的事情。入社

後的第一個月正是讓新社員融入扶輪社的關鍵時刻。透過 STAR 會議，提供

紮實的扶輪新生訓練，其中包括向他詳盡解釋其身為扶輪社員該負起那些

責任並鼓勵他積極參與社內活動與服務的機會等。 

三、服務計畫委員會                       主委：陳鴻文 DESIGNER 

▓社區服務委員會                      社區服務主委呂榮文 RATCHET 

1. 大里國小學生牙齒健診。 

2.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3. 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4. 國際義診關懷。                               

5. 配合 1-4 分區於 11 月 25 日(六)舉辦聯合捐血活動。 

6. 泰北 VTT 活動。 

7. 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8. 地區獎助金-偏鄉英語遠距離教學計畫。 

9. 228 扶輪愛跑活動。 

10. 扶輪之子成材計畫。 

11.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12. 大里高中體育班器材捐贈。 

13. 大里圖書館不定期捐書活動。 

14. 配合社區服務團參與關懷老人活動。 
15.12 月 9 日(星期六) 3462 地區 1-4 分區【憶童趣】親子活動計畫。 

▓職業服務委員會                       職業服務主委吳彥恆 SKIN 

1.請社友提供一則在其專業領域內之發展資訊，與全體社友分享。 

2.安排參觀社友的公司或工廠，以增進聯誼及職業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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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職業參觀：年度內預訂三次，兩次結合秋季、春季旅遊活動辦理。 

▓國際服務委員會                        國際服務主委曾建忠 NET 

1.規劃全社社友參與國際服務計畫。 

2.配合 RI 年會。 

3.地區辦理 GSE 國外訪問團的接待。 

▓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社區服務團主委張明選 S.T 

1、年度計畫及預算訂立常態性社區服務計畫。 

2、每個月一次長安醫院關懷老人服務活動。 

3、每 2個月仁愛之家關懷老人服務計畫。 

 

四、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曾建忠 NET  

▓扶輪基金委員會                        扶輪基金主委曾建忠 NET 

 1.鼓勵社友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 

 2.本年度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鐘錦坤、鄭宇宏、曾建忠、黃國卿、  

   曾復 興、周國昌、施澧羽、陳威岳、黃志豊 

3.指定捐款林炳村 JASON PP. 

4.鼓勵達成 EREY 年度捐獻基金(APF)，每人捐款平均至少 100 美元的目標。

(全社平均，且是未指定用途的年度基金) 

5.配合本社長期辦理 RYE 青少年交換計畫，經理事會同意成立 RYE 基金委

員會，管理基金之運作。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吳彥恆 SKIN 

今年度擬推薦一位博士生，金額為新台幣二十萬元，2016-17 年度捐款共

160,000 元及 2017-18 年度每位社友捐贈 850 元共計 52,700 元年度總計共

212,700 元。 

▓國光教育基金委員會               國光教育基金主委戴百樟 FRUIT 

1.在歷任社長強力推動下，本社以有限資源，推展在地基礎教育落實鄉里，

以「國光教育基金」之名譽籌募，希望對本社所在社區學校之弱勢學生能

有所幫助。 

2.推動於屯區 10 所高中職，每校二名學生，每名 5,000 元獎學金。 

▓地區配合獎助金                   地區配合獎助金主委胡開化 MOLD 

申請地區配合獎助金-偏鄉遠距離英語教學計畫.嘉惠偏鄉學童.申請經費合

計 100,000 元整. 

▓全球配合獎助金                   全球配合獎助金主委陳誌平 EL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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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炳村 JASON PP.捐贈:全球配合獎助金 - MANGYAN 服務計畫： 
(菲律賓民都洛山區原住民碘營養調查） 
▓國際醫療義診              國際醫療義診主委廖偉帆 YOUNG DENTIST 

贊助國際醫療義診經費 20000 元:義診日期 12/14-12/18。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吳本源 HOUSE 

▓扶輪之子委員會                        扶輪之子主委葉仲任 JAMEI 

1.學校-國立興大附中、市立大里高中、市立大里國小、中寮永樂國小、中

寮清水國小、中寮國中等校。 

2.本社延續前一屆至少認養 45 位扶輪之子。 

3.成立扶輪之子基金會。 

▓扶輪宣傳委員會                         扶輪宣傳主委蔡秋明 S.P 

1.掌握社區活動，並與社區意見領袖維持互動，期能將國際扶輪之五 

  大服務精神廣為人知。 

2.本社現有數位社友兼具警友會或義消、義警、後備憲兵等單位內非 

  公職幹部，實際宣導且提供國際扶輪資源，從事服務工作。    

3.於大里市中心適宜位置，十字路口設置大型電子 LED 電視牆懸掛固定式

本社名牌及年度主題強化意象。 

4.展示服務成果於 RCC 扶輪櫥窗 SHOWCASE，並請網路專才社友做網站管理，

將扶輪相關活動、影片、相片上傳 FaceBook，宣導扶輪，也讓加入之朋友

認識扶輪。 

▓地區媒體委員會                       地區媒體主委廖欽炯 TRANS 

1.尋覓傳播媒體人，與其建立良好關係。 

2.舉行大型社區服務活動時，尋求傳播媒體人如記者、電台主播等協助宣

導。 

3.尋求具知名度、公共形象優之機構或廠商共同舉辦大型社區服務活動，

以宣導扶輪與提升知名度。 

4.於大里區國光路與德芳路口設置 LED 燈作為本社扶輪形象廣告。 

5. 與企業或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立夥伴關係透過媒體進行宣傳。 

▓地區活動紀錄委員會             地區活動紀錄主委 吳宗隆 TEACHER 

1. 將扶輪社舉辦的服務活動詳細記載，作為檢討與計畫之依據，並可投稿

總監月報與扶輪月刊。 

2.將本社支持地區辦理的節目詳實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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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家庭委員會                     扶輪家庭主委黃承偉 ROLLING 

1.每月舉行扶輪家庭聯誼活動，促進社友間的聯誼，增加社友對扶輪的向

心力，對於防止社員流失有很好之幫助。 

2.宣導儘量以小組方式進行(以茶點在社友家中舉行)，增加彼此互動機會，

發揮家庭懇談會之功能，彌補例會之不足。 

3.於新社友家庭舉辦小型懇談會，增進社友與家人對扶輪之認識，增加社

友間之互動，縮短扶輪適應期，使扶輪家庭能擴大並認同。 

4.注意扶輪時間規定。 

5. 金蘭三社聯誼扶輪家庭結合女賓夕活動於今年 11/18-19 在日月潭舉行。

▓地區九大活動推廣                地區活動推廣主委邱仕銅 COPPER 

(一)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二)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三)國際義診關懷         (四) 扶輪愛跑 

(五)泰北 VTT 活動         (六)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七)扶輪之子成材計畫     (八)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九)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六、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黃志豊 PRESS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                    青少年交換主委胡開化 MOLD 

1.延續本社接待及派遣學生之傳統，本年度推派 3 位本社社友子女作為交

換學生目前已在派遣地區，INBOUND 交換學生在 8/25 及 8/26 陸續抵達。 

2.由本社 RYE 顧問 JAMES 召集本年度接待家庭之社友，召開接待家庭會議，

協調接待外籍學生時間與順序安排事項，以及接待經驗分享。 

3.參加地區辦理的 RYE 接待家庭研習會 。 

4.代表本社參加人員出席青少年交換年會。 

▓新世代服務(扶青團)                     扶青團主委劉憲隆 GEAR 

1. 舉辦扶青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 

2. 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 認證。 

3. 持續性的社區服務推動-教會弱勢學童關懷遊戲互動及餐點製作. 

4. 鼓勵團員及扶輪社友參與社團活動如軟式壘球隊，提倡正當休閒運動. 

5. 扶青團每月 2 次於忠孝路長老基督教會為孩童做課後輔導。 

▓扶少團                                扶少團主委黃志豊 PRESS 

1.舉辦扶少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共同募集新成員(40 名)。 

2.協助大里國光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 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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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邀請扶少團成員參與本社社務活動，協助推動扶少團各項社務及服 

  務活動。 

4.推展扶少團研習會，使學校、輔導社及扶少團成員充分了解運作細 

  節及相關作業。 

5.明年 4月舉辦地區年會活動。 

6.贊助、鼓勵扶少團成員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 RYLA』。 

7.9/24(星期日)於長億高中舉辦扶少團探索教育活動。 
 

歷屆扶輪基金捐贈 

1997~1998   陳龍飛、張任中、劉世雄 

1998~1999   吳大川、黃輝錦、陳誌平 

1999~2000   陸東明、劉世雄、賴基詮 

2000~2001   賴基詮、張世明、林炳村、徐足美(LU 夫人) 

2001~2002   黃輝錦、張明選、吳大川 

2002~2003   林炳村、林進源 

2003~2004   蔡振賢、賴成德 

2004~2005   劉世雄、劉興宗、陸冠辰(LU 的孫子) 

2005~2006   吳麗秋(S.T 夫人)、張煥文、黃輝錦 

2006~2007   廖欽烱、劉顯彰、陳譓寬(TRANS 夫人) 

2007~2008   李國文、詹順偉 

2008~2009   蔡秋明、莊榮華、郭玉美(SP 夫人) 

2009~2010   賴基詮、戴百樟、劉國勳 

2010~2011   莊榮華、蔡秋明、胡淑娟(RAIN 夫人) 

2011~2012   湯美月(Power 夫人)、曾復興、張明選 

2012~2013   魏瓊珠(Andy 夫人)、黃文隆、江淑卿(Fruit 夫人) 

2013~2014   曾復興、曾建忠、張煥文、黃國卿、李楨祥 

2014~2015   詹順偉、葉森雄、李國文、劉國勳 

2014~2015   RI 永久基金 李楨祥 

2015~2016   劉顯彰、劉憲隆、廖欽烱、邱仕銅 

2016~2017   曾建忠、何應欽、曾復興、林炳村、張明選 

            陳鴻文、李楨祥、鐘錦坤、吳宗隆、陳淑真(JASON 夫人) 

            洪麗琪(GEAR 夫人) 

2016~2017   RI 永久基金 李楨祥  



   

   

  23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24 期

2016-2017   保羅哈里斯之友協會 PHS  曾建忠  

2016-2017   鉅額捐獻 李楨祥 

2017~2018   鐘錦坤、鄭宇宏、曾建忠、黃國卿、曾復興、周國昌、 

            施澧羽、陳威岳、黃志豊、林炳村 

                      

2017-18 年度中華扶輪教基捐款名單 

   鐘錦坤 850 元、鄭宇宏 850 元、賴基詮 850 元、黃輝錦 850 元、 

   林炳村 850 元、張明選 850 元、廖欽烱 850 元、李國文 850 元、 

   蔡秋明 850 元、戴百樟 850 元、莊榮華 850 元、張煥文 850 元、 

   劉國勳 850 元、曾復興 850 元、詹順偉 850 元、劉顯彰 850 元、 

   曾建忠 850 元、陳誌平 850 元、李盛明 850 元、林登華 850 元、 

   黃國卿 850 元、林銘鑒 850 元、周國昌 850 元、蘇武宗 850 元、 

   黃文隆 850 元、陳益武 850 元、陳鴻文 850 元、吳宗隆 850 元、 

   李楨祥 850 元、廖偉帆 850 元、劉憲隆 850 元、康賜鑫 850 元、 

   廖繼鋒 850 元、葉秀仁 850 元、邱仕銅 850 元、胡開化 850 元、 

   吳敬堯 850 元、蔡永富 850 元、黃承偉 850 元、張祈雄 850 元、 

   葉仲任 850 元、曾文義 850 元、邱翊紘 850 元、黃健源 850 元、 

   施澧羽 850 元、詹振忠 850 元、陳信宏 850 元、黃志豊 850 元、 

   吳彥恆 850 元、黃英彥 850 元、陳威岳 850 元、陳茂煒 850 元、 

   林毅勳 850 元、邱志明 850 元、林文耀 850 元、蔡政憲 850 元、 

   王國瑋 850 元、呂榮文 850 元、吳本源 850 元、陳奕源 850 元、 

   周錡揚 850 元。共計:52,700 元  

2016-17 年度捐款共 160,000 元及 2017-18 年度每位社友捐贈 850 元共計

52,700 元年度總計共 212,700 元，本年度預計推薦博士生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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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X-Building 社長的話 

    

   親愛的總監 ORTHO 伉儷以及地區團隊長官、分區助理總監伉儷以及

服務團隊各位長官、分區各社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各位社友及各位

夫人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晚是總監伉儷暨地區團隊的公式訪問行程，非常歡迎 3462 地區團隊

今晚的蒞臨指導，今天的社務行政報告及各委員會的年度工作計畫報

告如有不周詳之處，敬請總監團隊不吝指教。 

在社員發展方面今天有新社友 3 位授證，今年度預定增加 6 位生力軍，

10 月份再另行安排授證，寶眷社友預計增加 4位，今年度扶輪基金方

面有 9位保羅‧哈里斯捐獻。在服務計畫的推動上今年度目標訂立，

服務計畫從全球獎助金菲律賓、地區九大活動的參與配合。在公共關

係的運作，延續前年扶輪之子認捐 45 位、228 扶輪愛跑預定組 2隊參

賽啦啦隊 1隊。另外在 RCC 也完成了登錄 100%的目標。在新世代服務

一直是本社推廣的目標之一，今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共三位，IN 

BOUND 交換學生共三位。 

扶青團、扶少團的各項計畫經費配合及贊助。內輪團隊全力支持是我

們社友前進的最主要動力，特別感謝所有夫人的全力相挺，使我們的

社務、各項聯誼活動圓滿完成。 

   今年度國際扶輪主題「扶輪改善世界」、地區主題「創新友誼‧愛

在扶輪」、本社以「扶輪聯誼家庭․家庭支持扶輪」為主題，希望能

以聯誼、感動、愛扶輪為主軸。 

    最後要感謝地區總監團隊百忙之中蒞臨指導，更要感謝大里國光

社所有 PP. 、社友及夫人們默默的付出，為大里國光社無私的奉獻， 

X-Building 在此向各位致上最誠摯的謝意，感謝大家的付出、支持 

謝謝大家!! 

 

           敬祝今晚所有與會的貴賓社友夫人 

        有個美好愉快的夜晚    幸福․平安․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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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 旨: 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地區國際醫療服務團「緬甸-仰光五日

義診」 服 務，如說明及附件， 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 

一、2017-18 年度地區海外國際醫療團「緬甸-仰光五日義診」活動：  

時間：2017 年 12 月 14 日(四)至 12 月 18 日(一)，共五天。  

地點：緬甸仰光地區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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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請各扶輪社贊助活動費用，每社新台幣2萬元：並鼓勵地區各  

扶輪社社友寶眷參加，共襄義舉。  

1、參加資格：社友暨寶眷。參加社友與寶眷，若有醫師或藥師資  

格者，請備妥醫(藥) 師證書與專科證書之影本， 送交總監辦事處彙整，

以辦理該國臨時執業許可。 (參加義診之社友暨寶眷個人之醫(藥) 師證書，

最 好先備妥衛生署簽發之英文版證書，以為備用。)  

2、參加費用：團費每人36500元。  

3、報名人數：預估50 名，以報名先後順序決定。  

4、報名截止日期：2017 年 9 月30日(六)。  

5、其他未盡事宜事項，將參酌參加社友意見與實際概況，隨時修  

正並通知各相關扶輪社與社友。 

三、煩請參加義診扶輪社於 106年 09 月 30日(六)前，將贊助款匯入  

2017~18 年度總監 辦公室帳戶為禱。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69-10-0017801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郵寄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樓  

電話：(04)8742992 手機：0905-758108  

傳真：(04)8761465 E-mail: 3462dg1718@gmail.com  

四、請於匯款完成後，在匯款單上註明扶輪社名後，以 Email附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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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據影像檔或傳真告知。 

附件一：緬甸-仰光五日義診活動行程及費用  

附件二：信用卡授權書 

 

(二)、扶輪日愛心園遊會: 

一、 活動主旨： 

1. 協助各社社長達成今年度 RI 社長獎，共同執行參與『扶輪改善世界』。

2. 讓各社所輔導的扶青團及扶少團有執行社區服務之機會。 

3. 透過扶輪日的義賣或募款活動，促進友社達成服務計畫與目的─「Show 

case」。 

4. 增加社員與各界產業商品曝光率，提升企業與扶輪之公益形象。 

5. 達到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創新友誼 愛在扶輪』目的。 

6. 敬邀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社一起公益與愛心。 

二、指導單位：3462 地區辦事處 

        主辦單位：3462 地區 台中惠民扶輪社  

        協辦單位:  徵求 3462 地區扶輪社參與 

        贊助廠商：社友及企業攤位 

        執行單位：台中惠民社【攤位籌劃及規範、統籌捐贈費用及捐贈

收據】 

        活動地點：草悟廣場 

        活動時間：106 年 11 月 18 日 上午 10 點至下午 4 點 

三、受益單位： 

1. 國際扶輪根除小兒麻痺基金-30% 

2. 其他 

1) 沐風關懷協會英語教學 

2) 惠民盲校水上芭蕾 

3) 埔里蝴蝶樂團 

4) 台中市活出美好協會幸福村好玩數學 

5) 其他         

四、 經費規劃： 

1. 發起 3462 地區各社共同參與 

2. 邀請各社推薦 1~3 個企業攤位，每攤位認養費用 2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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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企業可選擇：1.不設立攤位，純贊助。 

             2.認養攤位，當日營收全數歸企業所有 

五、 園遊會當日活動，執行單位所得扣除軟硬體開銷後，轉捐此次活動之

受益單位；若協辦單位有指定捐款對象作為專款專用，請於申請書備註

欄中註明。基於供電線路與攤位屬性考量，敬請同意由惠民社執行團隊

安排各攤位配置位置。 

六、 聯繫窗口： 

台中惠民扶輪社 社長 張薰雅 

          電    話：0937048559 / 04-23760042  

          傳    真：04-23720187 

          Email：huimin.rc@gmail.com 

七、費用匯款資料： 

          戶    名：社團法人臺中市惠民扶輪社 

          銀    行：玉山銀行(代碼808) 文心分行 

          帳    號：0141-940-057277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15 次例會，8 月 17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46 位   3.出席率:74 % 

 

WE 糾察報告 

第 1015 次例會 8月 17 日歡喜 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曾建忠 300 元、林炳村 500 元、蔡秋明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 

曾復興 300 元、黃國卿 500 元、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 

張祈雄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施澧羽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 

陳信宏 300 元、黃志豊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 

邱志明 300 元、蔡政憲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呂榮文 300 元、 

烏日扶輪社楊芳銘 PP.2000 元、 

總計共 11,100 元   感謝社友及烏日社楊芳銘 PP.熱心歡喜!!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二. 第 1016 次例會 8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5:00 菊園婚宴會館舉行總監公

式訪問，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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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017 次例會 9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專題演講:用愛․勇氣․ 

   希望陪伴弱勢孩子 主講人:伊甸基金會 林心瑜 

   &2016-17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歸國報告劉育寧及葉旻芳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四.第 1018 次例會 9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專題演講:權力是留給知 

   道的人  主講人:金怡文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WILLS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7-18 年上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850 元、3462 地區基金 600 元、總會會費 100 元、社秘交接匾額 534

元、交接分攤金 1639 元，共 34,723 元. 

三、 社長:48,940 元、秘書:37,467 元、社長當選人:41,279 元、 

理事:36,362 元、社友:34,723 元、寶眷社友:1,000 元敬請社友撥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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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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南薩拉托加扶少團與大里國光興大附中扶少團 結盟姊妹團 

 
TWIN INTERACT 

Tali Kuo Kuang District 3462, Taichung, Taiwan 
and 

Southern Saratoga D7190, New York, USA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MinFang, Yeh. I was a youth exchange student in 
D7190 from 16 to 17. Tali KuoKuang was my sponsored club and Shenedehowa 
was my host club. It had been my pleasure to stay in New York State for one year 
and be part of the interact member in Clifton Park. And in order to let everyone 
know more about my interact club, I will have some brief about it.  



   

   

  32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24 期

Southern Saratoga interact club established in 2005 and it is a youth service and 
social club sponsored by the Shenendehowa, New York which was my host club, 
and Twin Bridges Rotary Clubs, providing leadership and service opportunities 
within the club, school, community and promotes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fter joined the interact club, my host grandma, Anne Cargile, gave me an idea 
that we could have Southern Saratoga and Tali KuoKuang interact clubs face 
time with each other. Since then, I had started being a bridge between them for a 
while. Of course, I wouldn’t be able to do it without my parents and my host 
grandma, Tina Wang, James Yeh, and Anne Cargile. Besides, I also appreciated 
that I got the great partners from Tali KuoKuang interact, and the awesome 
teammates from Southern Saratoga interact. With all of their supports, the story 
of the sister club had a wonderful begi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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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 were two meetings in this year. The first meeting was in November; we 
talked about the cultures, and shared our stories. More than that, we deiced to do 
the program together as well. Even though, we were not able to do it together but 
we could do it under the same sky. The second time, we exchanged our own 
experiences about the program and talked about the sister club agreement. 
Although I am back here no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s still maintained. I 
believe that it is not because of the convention we made, it is about the 

determined mind we have. It is not only about the people who worked on this 
arrangement but also the people care about it. So,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Now 
go start your journey. Bring your Rotary love and spread all around th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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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第 20、21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 

  
        專題演講:咖啡與生活 主講人楊芳銘 life 

    
專題演講:認識扶輪基金 主講人 IPP.NET 

  
      大里國光社社區服務團-仁愛之家關懷長者香包製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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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黃韋豪/吳崇愷                  

社友扶輪感動分享時間: 今日分享~邱志明 AUTO 

社長、秘書、社當、IPP、PP、社友、夫人們及今日與會貴賓大家好，我是

Auto，至今加入扶輪社已經 2 年 1 個月， 

之前完全沒有參加過社團，所以進入社內都在觀察扶輪社是什麼?，直到有

一天與 PP.ANDY 聊到，扶輪社內爬得越高，腰反而要彎得越低。當聽到時

我心裡的震撼與感動無法用言語形容，在當今追求名利的資本主義社會，

竟然有這種不一樣的思維與氣度，[扶輪服務人類]這句話也讓我相信不是

口號而已。從社內或者扶青扶少團等，只要是哪裡需要幫忙、服務，都看

得到扶輪社的付出。 

大里國光扶輪社讓我感受到裡面的大哥、大姐，就像我們長輩一樣關心與

照顧，也很重視家庭親子，這是現在很多家庭會忽略的一件事。尤其只要

有活動出席，大哥、大姐總是會說你們辛苦了，還從那麼遠的地方過來，

甚至有時沒帶小孩出席，大哥、大姐就會問我夫人，那小孩呢?這些關心與

照顧讓我和夫人非常感動。在一個充滿了正向能量的社團，學習凡事以正

向能量去看待事情，讓自己思維也充滿滿滿正能量，就算路途再遠也值得。

最後祝福社長、秘書、社當、IPP、PP、社友、夫人們及今日與會貴賓健康、

幸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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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2017-18年度新血輪 

 

廖嘉彥(CABLE) 

夫人姓名:吳素真 

職業分類:網路工程 

現職:嘉篁企業(股)公司 

介紹人:黃國卿 

 

******************************************************* 

 

蘇瑞信(T-BAR) 

職業分類:輕鋼架、隔間 

現職:廣晟工程有限公司 

介紹人:賴基詮 

 

******************************************************* 

康巃軍(KENNY) 

職業分類:建築、泥作工程 

夫人姓名:戴麗真 

現職:展昱工程有限公司 

介紹人:陳威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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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139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讓我們來探討有關於團體研究交換所帶來的一種改變。 

來自荷蘭的一個團體研究交換團計畫在2004年12月的海嘯災難之後不久參

訪印尼的一個地區。團體研究交換團員已知道他們的接待地區發生損害並

著手一項任務︰將帶回一項對海嘯受難者有益的計畫。在他們的訪問期間，

他們發現很多於Acehnese地方的學生因為在海嘯時失去家和家庭，所以無

法再繼續支持他們的就學。團體研究交換團團長向荷蘭的扶輪社提出呼籲，

透過印尼Bandung扶輪社的協調之下，來尋找於Acehnese地方值得幫助的學

生來加以支持並完成他們就學的計畫。 

此項計劃，是透過一個團體研究交換關係所建立的，將可確保爪哇西部很

多受海嘯襲擊的學生得到必要資源來實現他們獲得一個大學學位的夢想。 

 
3520地區明水社推薦之大使獎學金學生(2004-05年度)雙溪扶青團團長周虹

汶Judy，所尋找到法國杜爾社(她的接待社)提出之非洲多哥Togo水井，編

號761531配合獎助金計劃，於多哥草原區（la Région des Savanes）建造 

至少 10 口大口徑水井。 



   

   

  41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24 期

 

 



   

   

  42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2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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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聯誼家庭 家庭支持扶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