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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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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18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8期 

中華民國一○六年九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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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例會 

      日期： 9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王國瑋 David 

      專題演講:權力是留給知道的人    

      主講人: 金怡文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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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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X-Building 社長的話 
 

 今天的主講人:金怡文小姐、各位 PP.、社友、夫人們、社長當選

人、IPP.NET、秘書 Michael、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非常高興能在百忙之中邀請金怡文小姐及好友錢品君小姐蒞臨 

本社專題演講，金小姐是我們非常優秀的前華航空姐，退職後從事獅

子會公益團體擔任很多要職，經歷非常完備也是現任獅子會講師、國

立歷史博物館解說員，相信今天的主題:權力是給知道的人，一定能給

本社社友及夫人帶來滿滿收穫。 

   上週 9月 7日例會邀請今年度 INBOUND 交換學生到社參加歡迎會， 

也特別邀請到去年 2016-17 年度的 OUTBOUND 交換學生來發表歸國心得

報告，從她們口中得知交換學生是扶輪社對青少年交換學生有非常實

質幫助，本社明年已有三位小扶輪準備地區推薦交換學生，希望三位

都能如願前往所想地區交換，社裡也會全力幫忙一切文書、手續、資

料彙整等等，請大家為他/她們加油打氣！ 

   上週理事會有理事建議，本社社區服務不要侷限於學校，希望擴及

其他需要地方。理事會一致同意請各位社友協助尋找其他迫切需要幫

忙的團體或是個人，再建議例會時間盡量控制在扶輪例會時間內，不

要超過時間，(理事會)一致同意節目安排盡量能給報告及演講者有充

分時間，不要排太多以免節目內容失焦，我一定盡全力配合，因為時

間是全體社友的。 

   9 月 9 日感謝社友 CAR 及夫人安排非常有意義的中秋慈善烤肉晚會 

，9月 24 日(星期日)地區扶少團探索教育營，需各位社友及夫人全力

相挺，請扶少團主委 Press 秘書 Michael 將整天社友及夫人時間分配

表排好公佈，以利圓滿完成整個活動。9月 29 日(星期五)中秋晚會請

各位社友、夫人、寶眷及小扶輪全力出席，共渡美好中秋佳節晚會， 

謝謝大家。 

               敬祝 大家有個美好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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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 旨：函知「2019 年立法會議提案」事宜，如說明，即請查照。 

說明: 

1. 查立法會議為國際扶輪之立法機構，有權修改國際扶輪章程文件。立法

會議每隔三年召開一次，下次會議將於 2019 年 4 月召開。 

2. 扶輪社如果擬提案修改國際扶輪章程或細則或模範扶輪社章程，請依下

列方 

式辦理： 

A. 由扶輪社之理事會提案，經社員表決通過後於 2017 年 11 月 30 日前

送交地區。 

B. 提案制式表格請自行自 RI 網站下載。下載路線為 Home/Learning & 

Reference/About Rotary/Policies & Procedures/Councils on 

Legislation and Resolutions/Submit enactments to the 2019 

Council on Legislation.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17 次例會，9 月 7日例會 

1.社友人數:65 位   2.出席人數: 50 位   3.出席率:77 % 

 

WE 糾察報告 

第 1017 次例會 9月 7 日歡喜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廖欽炯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戴百樟 300 元、 

劉國勳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黃國卿 500 元、周國昌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廖繼鋒 300 元、葉秀仁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 

胡開化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施澧羽 200 元、詹振忠 300 元、 

陳信宏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黃英彥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 

林毅勳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呂榮文 300 元、吳本源 300 元、 

蘇瑞信 300 元。         共 9,7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018 次例會 9 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6:20 專題演講: 權力是留給知 

道的人  主講人:金怡文小姐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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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1019 次例會原 9 月 21 日(星期四)變更至 9 月 24 日(星期日)早上 8 

   點  節目:地區扶少團研習營(探索教育) 地點:長億高中 

三.第 1020 次例會原 9 月 28 日(星期四)變更至 9 月 29 日(星期五)下午 6 

   點  節目: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慶生及家庭爐邊活動 時間:下午 18:00 

   地點:尚昱技研有限公司-社友蘇武宗 AIR 公司  

四. 第 1021 次例會 10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6:20 節目:社區服務團與扶青 

   團團務報告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是日召開 10 月份理事會，請理事們留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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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人學經歷】 
中華航空空服員． 

國立歷史博物館解說員． 

桃園市如意獅子 09-10 會長． 

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11-12、 

12-13、13-14 年度桃源獅訊總編輯 

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14-15 桃源獅訊社社長． 

國際獅子會 G2 區講師． 

磐石保險經紀人 行銷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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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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照片 

   
 

   
                INBOUBD 交換學生歡迎會 

               伊甸基金會 
 

           
           2016-17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歸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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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感動分享-社友黃志豊 Press 

  我們台灣的扶輪社接待國外來交換的小孩，接待期間讓他們知道更多台

灣的文化及中文知識，而我們也是一樣站在扶輪人的心態，讓我也能很放

心的把自己的小孩送到國外去給外國的社友幫忙照顧，讓孩子離開生長許

久的家鄉到國外去做國際間的交流，也讓小孩在很安全的環境下認識國外

的文化，這是一個很棒的國際交流。期許一年後我的孩子歸國後有更不同

的國際視野及更多不同的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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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40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地區總監是國際扶輪的職員，至於他們的資格及

任務為何？ 

地區總監（District Governor）是國際扶輪的職員（Officers of RI）。

他們是由他們所代表的地區提名，而在每年的國際年會（International 

Convention）上當選。 

■ 地區總監的資格如下： 

1. 須在其所提名之地區內的一扶輪社內為一完璧之社員。 

2. 須嚴格按照規定完全具備社員資格且其職業分類上確無疑問者。 

3. 該社在提名其為地區總監候選人之上一會計年度結束時對國際扶輪及地

區並無未清款項者; 

4. 須曾任滿一期之一社社長，並在某一或數個扶輪社為社員達7年以上。 

5. 須在體力或其他方面志願並能勝任履行地區總監職務上應盡之義務與責

任者。 

6. 必須證明已充分了解國際扶輪細則所規定之地區總監的資格、任務及職

責，並經由秘書長向國際扶輪遞送一份親自簽署的聲明書，申述其業已瞭

解如所列舉的地區總監之資格、任務及職責，其本人具有適合擔任地區總

監之條件，志願能夠忠實履行此一職位之任務與職責。 

7. 除非理事會特許，地區總監於就職時必須完成出席全期國際講習會。 

■ 地區總監的任務： 

地區總監為國際扶輪在一地區內之職員，在理事會全盤指揮督導下執行其

任務。於履行其對區內各社直接督導之職責時，地區總監特別負有推進國

際扶輪宗旨之任務。 

地區總監應負責地區下列活動: 

組織新社; 

加強區內原有各社社務;促進區內各社之間以及各社與國際扶輪之間的親密

關係;籌備並主持本區年會及協助下屆地區總監籌備社長當選人訓練會議及

地區社務講習會;盡可能及早至區內各社作公式訪問，以頭6個月內為宜;對

區內各社社長及秘書寄發每月通訊;迅速向國際扶輪社長或理事會提出所需

之報告;在國際講習會之前提供地區總監當選人有關區內各社狀況及加強各

社社務的充分資料;將本區需繼續辦理之各項檔案移交地區總監當選人;及

執行作為國際扶輪社在本區職員應負責任附帶的各項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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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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聯誼家庭 家庭支持扶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