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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29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14 期
中華民國一○六年十二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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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地點：
司儀：
節目:
主講人:

本週例會
12 月 7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菊園婚宴會館
黃志豊 Press
新社友職業分享
廖嘉彥 CABLE 社友、蘇瑞信 T-BAR 社友
康巃軍 KENNY 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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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P.NET、秘書 Michael、司儀 Press、各位 PP.、社友、夫人們、三位
IN-BOUND 交換學生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晚上例會很高興能請三位社友做精進的職業分享，Cable、T-Bar、
Kenny 他們三位職業經驗，非常豐富又很專精，相信今晚大家一定能更深入
了解三位社友的職業。往後大家更能進一步聯誼學習互動，達到進來學習
出去服務的最高扶輪精神!
從 11/9 葉鴻裕教授至本社專題演講至今，已近一個月時間未開例會，在
這當中本人經歷就任社長以來最高興也是最傷痛的一段歷程。11/11 下午最
後一次三社聯誼踩線，晚上 8:22 至台中榮民總醫院探視 故前社長 P.U
誰知是最後一次見面。在 11/12 凌晨最敬愛的故前社長 P.U 離開了，2:35
回到最溫暖的家。隔天 11/13 下午 2 點治喪委員會正式成立，11/14 在社館
召開臨時理事會通過成立治喪委員會，由歷屆社長擔任
治喪委員，覆蓋社旗、扶輪旗、頒發褒揚狀等事宜擇定 11 月 23 日 9 點 10
分公祭。11/18-19 金蘭三社聯誼在日月潭，晚會開始三社全體默哀一分鐘
一致同表哀傷，一夜二天聯誼很順利圓滿結束。其他二社對本社此次主辦
聯誼活動吃、住、尤其晚會節目、地點、舞台設置、遊潭、騎腳踏車路線
安排都非常滿意。第二天下午嘉義中區社還跟我們一起職業參訪:
和菓森林紅茶工廠，大家一起品嘗紅茶討論製作過程，也收穫滿滿!!
當天晚上我們回到霧峰萬里香餐廳舉辦 11 月份女賓夕慶生暨家庭爐邊活動
，在愉快的祝福聲中大家結束一夜二天滿滿的行程，快樂地回到溫暖的家!
11 月 23 日早上 9 點 10 分故前社長 P.U 公祭奠儀，當天靈堂佈置非常莊
嚴，扶輪社友、公司行號非常多參加公祭奠儀。覆蓋扶輪旗、社旗請現任
總監、前總監、分區助理總監及本社資深前社長 PP.Watch 致上最高光榮，
頒發褒揚狀表彰一生對扶輪貢獻與付出，最後送敬愛的 故前社長 P.U 圓滿
人生最後一程!感謝全體社友、夫人治喪期間全力協助幫忙。
11/25 分區八社聯合捐血活動，本社與烏日社、草悟道社在烏日九德國小
大門口處，創下紀錄四個點及歷屆總數計 800 袋。烏日九德國小站 224 袋
也破紀錄，這都要歸功於全體社友及夫人大家同心協力，以及今年贈品也
是關鍵因素，11 月 28 日本人與社友及夫人一起至 WE 社友岳父仙逝公祭
地點嘉義布袋鎮住宅，致上無限哀傷，素蘭夫人也要我代為轉達無限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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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9 日在社館召開今年度扶輪之子審議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通過今年
各校送提報扶輪之子名單，12/7 起開始至各校頒發扶輪之子獎助金。
總歸 11 月份是我就任以來最難忘的一個月!!
接著本社 12 月 14 日社員大會即將要選出 22 屆理事、23 屆社長當選人及
補選 24 屆社長提名人，請全體社友踴躍出席投票。12 月 22 日在潮港城舉
辦一年一度聖誕趴:世界風情趴，敬請各位社友及夫人盡快至全國租衣定裝
，一定要美美出場、驚豔全場! 12 月 23 日中午本社前助理總監 JASON 公子
在金典飯店喜宴，敬請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祝賀。
11/25 下午前往 故前社長 P.U 府上探視素珠夫人，當天捐贈社區服務基
金 15 萬元整，相當感謝夫人對社裡的支持。秘書 Michael 企業贊助 1-4 分
區關懷弱勢音樂會暨【憶童趣】$35,000 元整，感謝熱心社團活動贊助!
深冬已至，請各位社友、夫人、寶眷早晚注意加衣服保暖~~

敬祝 大家有個美好愉快的夜晚
MICHAEL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旨：公告本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申請辦法，請 貴社惠予推薦
優秀青少年參加，詳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
說明：一、新世代服務交換（New Generations Service Exchange，簡稱
NGSE），參加年齡層自 18 到 30 歲，旨在提供青少年職業訓練
與實習或人道關懷服務。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7 年 12 月 4 日(一)截止，以郵戳為
憑，逾時恕不受理。
三、敬請貴社推薦優秀青少年(社友及非社友之子女皆可)參加本
年度 NGSE。學生申請辦法與資格詳如《附件一》，請於報名截
止日前依規定繳交相關報名行政事務費用及申請文件。
四、如有疑問請 E-mail<d3462ngse@gmail.com>詢問或聯絡本地區
NGSE 委員會：
 主委 彰化南區社 黃進霖 Maclin (手機：0937-393-3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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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 彰化南區社 林奕儒 Chrissy (手機：0937-271-534)
 附件：1.NGSE 甄選辦法
 2. NGSE 中文申請書
 3. NGSE 英文申請書

(二) 、主旨：請轉知貴社所推薦 2018-19 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劃之備取

學生準時參加第三次講習會，如說明及附件，請查照。
說明：
一、 謹訂於下列時間地點舉行第三次講習會，請各扶輪社督促推薦
之學生“務必準時＂參加。
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
1.時間：2017 年 12 月 02 日(星期六) 09：00~16：10。
2.地點：彰化藝術高級中學(彰化縣彰化市卦山里卦山路 13 號)。
3.回函：請於 11 月 29 日(星期三)中午前上網填寫參加回條
(網址：https://goo.gl/forms/VAmYeC3vuSDnxn193)。
二、活動當天每位學生皆須完成線上英文申請書，並接受檢查通
過方可進行後續作業。家長可選擇自由出席，但所有學生均不得
請假或缺席，以免影響派遣權益；請各派遣社督促學生配合。
三、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附件：1.程序表&地圖
2.英文申請書檢查攜帶項目
3.英文申請書填寫說明&內容中文翻譯

(三) 、主旨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創區首屆地區年會活動，如說明，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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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本屆地區年會訂於 107 年 3 月 18 日（日）假台中葳格國際
會議中心舉行，敬邀全體社友及寶眷踴躍報名參加。
二、地區年會委員會為打造年會主題「創新友誼愛在扶輪」，正全
力規畫籌備本次年會，希望呈現予大家一個難忘且深具意義的地區
年會。
三、報名註冊及分攤費：
序列

類

別

註冊費

分攤費

1

註冊社友

NTD 1,200

NTD 800 NTD 2,000×

位

2

衛星社友

1,200

1,200x

位

3

寶眷社友

1,200

1,200×

位

4

寶眷

1,200

1,200×

位

5

扶青團員

1,200

1,200×

位

6

扶少團員

1,200

1,200×

位

7

未註冊社友

800×

位

800

共

計

註：扶少團員註冊費由輔導社支付。
四、繳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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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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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年會註冊一律以網路報名，請參考去年Trello網頁報名。因採共編
方式，填寫時請詳細註明社友的暱稱社名（第一個英文字大寫，其
他小寫）。敬請於107年1月25日前完成線上報名，並在1月31日前
繳交報名費，以利後續作業進行；逾期註冊恕無法辦理。
報名網址：https://goo.gl/D4QuQq
六、本屆為鼓勵註冊，特提供下列獎項：
1、於每一分區中，符合社友 100%註冊年會之社，以摸彩方式產生一
名額。9 個分區最多 9 社獲獎，每社贈送獎金 1 萬元。若該分區無
社符合資格則從缺。
2、3462 地區全區符合社友 200%註冊年會之社，以摸彩方式產生二社
名額，由總監夫人加碼提供該二社社友寶眷每人高級面膜一盒。
註：200%註冊的定義：以社為註冊單位，不以「人」為單位。
夫妻若分屬不同扶輪社，於各自所屬之社完成註冊後，等同於
對方所屬的社完成寶眷註冊，資格得合併於 200%的計算。
七、有關地區年會議程與場地規劃等相關資料，另函發送。
八、地區年會在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及考量節約成本下，為有效處理
大會手冊印製及摸彩前置作業，下列權宜措施：「三不處理」原則
，祈能予以配合。
1、不處理「臨時註冊」

2、不處理「逾期註冊」

3、不處理「註冊後退費」
(四)、主旨：召開2017-18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三次全會，如附件及
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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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2017-18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三次全會：
時間：2017年12月09日星期六上午10時
地點：席夢思名床台中環中店(紐約家具設計中心旁)
台中市北屯區環中路一段1486號TEL：04-24212319
聯絡人：張瑞鄉 Grace，M:0912-945599。
二、應出席人員：
1）地區年會團隊：地區總監、地區年會主委、副主委、會計長、
秘書長、副祕書長、各委員會主委、組長。
2）地區團隊：地區副總監、地區年會諮詢主委、地區扶輪基金主
委、地區訓練主委、地區助理總監、分區助理總監、地區秘書長
、地區財務長、地區副秘書長、分區副秘書長、地區執行秘書、
地區親睦主委、地區募款主委、地區攝影主委。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27 次例會，11 月 18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4 位
2.出席人數: 52 位
3.出席率:80%
WE 糾察報告未
第 1026 次例會 11 月 9 日歡喜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賴基銓 300 元、林炳村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蔡秋明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
黃國卿 5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200 元、康賜鑫 300 元、
邱仕銅 300 元、胡開化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張祈雄 200 元、
葉仲任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黃英彥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
陳茂煒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呂榮文 300 元、
吳本源 300 元、陳奕源 300 元、蘇瑞信 300 元、
共 9,8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29 次例會 12 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6:20 節目:新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廖嘉彥 CABLE 社友、蘇瑞信 T-BAR 社友、康巃軍 KENNY 社友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二.第 1030 次例會 12 月 14 日(星期四) 下午 6:20 節目:社員大會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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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1031 次例會原 12 月 21 日變更 12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6:00 報到
節目:聖誕晚會暨女賓夕慶生會及家庭爐邊活動。
地點:潮港城餐廳(2 樓上海廳)
四. 第 1032 次例會原 12 月 28 日變更 12 月 23 日(星期六) PP.JASON 娶媳婦
中午 11:50 入席 12:15 開席 地點:台中金典酒店 13 樓
地址:台中市西區健行路 1049 號 04-23288000
五.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關懷弱勢音樂會暨【憶童趣】
活動時間:12/9(星期六)下午 14:00~21:00
活動地點: 台中市西區忠明公園廣場(中美街與長春口處)
六.由大里國光社區主辦;大里國光社協辦:歲末環保淨山親子活動計畫
活動時間:12/10(星期日)上午 9:30~11:30 活動結束後餐敘
活動地點:湧旺羊媽媽觀光農園(霧峰區育德路 91 巷 18 號 04-2330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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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撥空繳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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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社費已近全數繳費完成，請尚未繳納的社友盡速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WATCH 高爾夫球主委報告
主 旨：邀請 貴社參加「台中東海扶輪社授證 20 週年社長盃高爾夫球賽」
說 明：
一、時間：民國 107 年 1 月 4 日(週四)上午 9:30 報到，10:00 準時開球
二、地點：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台中市北屯區北坑巷 21‐8 號，
Tel:(04)2239‐1172)
三、比賽辦法：1.依新新貝利亞方式計算成績。2.果嶺費及桿弟費請自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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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報名時間：為統計人數，請於即日起至 106 年 12 月 21 日(週四)止，
詳填隨附之報名表(請自行將報名社友兩人一組配對)，向本社辦事處報名。
電話：(04)2221‐7725 傳真：(04)2221‐772
電郵：throtary@tcts.seed.net.tw
五、 敬請 貴社社友及夫人報名參加，並歡迎賽後至台中長榮酒店參加本
社例會暨用餐。
六、本次比賽得獎名單訂於民國 107 年 1 月 11 日在台中長榮酒店舉辦之本
社授證大典中公布及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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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義中區社及台北市南海扶輪社致感謝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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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ober 2017 in USA
I have already stayed in America for months for me, 3 months feel just
like 3 minutes, but, even everything happen so fast, I still enjoy
everything here. There is one sad thing is next month on November 25th,
I’m going to leave my first host family to my second host family, even
I’m excited to see my second host family, I still feel a little sad, cause
you know, when you’ve already spent 3months to build an awesome
relationship with your family, but suddenly you are going to leave them
to a new environment, just like when I was going to leave my home
country “Taiwan” to United‐ state for exchange student . Anyway, in this
month, there is a friends of my host dad, and she took me and their
family went to haunted house, it’s called “Fear farm”. OMG, that was so
scary to me, I mean, I got scared to jump over 20 times, and scearming
over 15 times, I know, you must think I am a chicken haha. And on
October21 to October24, I went to “Grand Canyon” for “Havasu trip”. I
just only have one word to say “tired” haha, cause you know, when you
go to a trip, and it takes about 9 hours from the start to the end, I bet
you’ll feel the same feeling with me. For me, these 4 days I feel just only
4 seconds, cause it was tooooo fast, you know, and I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with not only Rotary members but also other exchange students,
every time we see each other, we get closer and closer. The best part of
this trip for me is the waterfall there, it is unbelievable when you see
this view, I mean, one second ago, you still see the waterfall picture in
the computer, but next second, you’ve already been here. I’m so happy
that I can finish this trip, even it is tired, but it worth it cause you had
such a great time with these awesome people, thank you guys, it was so
much fun with you
我已經在美國待了好幾個月了，3 個月的時間感覺就像 3 分鐘，但是，即使
一切都發生得如此之快，我仍然享受著這裡的一切。有一件令人傷心的事
情是 11 月 25 日下個月，我要把我的第一個寄宿家庭留給我的第二寄宿家
庭，即使我很高興看到我的第二個寄宿家庭，我仍然感到有點傷心，因為
你知道當你已經花了 3 個月的時間與家人建立了一段真棒的關係之後，突
然之間你將會把他們留在一個新的環境中，就像當我要把我的祖國“台灣＂
交給美國交換學生。無論如何，在這個月裡，我的主人爸爸有一個朋友，
她把我和他們的家人去了鬼屋，這叫做“恐懼農場＂。 OMG，這對我來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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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可怕了，我的意思是，我害怕跳過 20 次，超過 15 次，我知道，你一定
以為我是雞。 10 月 21 日至 10 月 24 日，我去“大峽谷＂參加“哈瓦甦之
旅＂。我只有一句話說“累＂哈哈，因為你知道，當你去旅行，從開始到
結束大約需要 9 個小時，我敢打賭，你會感覺和我一樣的感覺。對我來說，
這 4 天我只有 4 秒鐘的時間，因為太快了，你知道，我不僅與扶輪社成員，
還有其他交流學生度過了愉快的時光，每當我們見面時，和更近。這次旅
行的最好的部分就是那裡的瀑布，當你看到這個景象時，我覺得不可思議，
我的意思是，一秒鐘之前，你還能看到電腦裡的瀑布圖像，但是下一秒，
你已經到了這裡。我很高興能夠完成這次旅行，即使是累了，但是值得這
樣，因為你和這些可怕的人度過瞭如此美好的時光，謝謝你們，這對你
來說太有趣了。

學生姓名:詹承翰
派遣扶輪社:大里國光扶輪社
接待國家:美國
接待扶輪社:Anthem Rotary club
接待地區:5495
目前為第一接待家庭
41104 N Republic Way Anthem, AZ 85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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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11/9 葉鴻裕教授專題演講

11/24 甘霖基金會記者會

11/15 社區服務團關懷老人服務&職業參訪活動

11/20 社區服務-大里高中體育服裝捐贈

11/25 台中市第 1-4 分區聯合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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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8 金蘭三社於寶島時代村相見歡

11/18 金蘭三社聯誼晚會大合照

金蘭三社續盟簽約儀式完成

再次奪得三社聯誼高爾夫球賽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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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參訪

11 月家庭爐邊活動

11 月女賓夕慶生活動

11/29 召開扶輪之子會議

P.U 夫人捐贈社區服務基金
社友扶輪感動-分享社友 陳威岳 WILLS
加入國光社的大家庭雖然才沒幾年，但是發現每位社友及夫人對於社會服務
或是所有活動的參與都相當投入及踴躍，讓我更加有動力去做好每一次的活動。
對於弱勢需要幫助的團體或是個案，大家總是給予很大的支持與實踐~
讓我最感動的就是大家是用心用力去為社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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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97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的品質—量大質精A Quantity of
Quality。
扶輪的力量取決於我們社員的品質。
從本質上來說，我們都是很不一樣的人，這就表示並非每個人都有成
為承諾服務扶輪社員的特質—就是那顆奉獻服務以及增進友誼、容忍、與
世界了解的心。
同時，不履行服務不了解扶輪的社員(Uncommitted / uninformed
members)會對我們組織造成很大傷害。因為他們不但無法有效地提升我們
的服務精神，而且會降低扶輪社內的士氣，破壞我們在社區的形象。
因此，扶輪年度目標在急於扭轉社員流失的現象之際，也重視到質與
量的問題─我們要的是量大質精(Quantity of Quality)。也就是將新社員
引進扶輪的同時，必須將那些不履行服務的掛名社員(RINO --Rotary In
Name Only / disaffected members)，轉變(transform) 為高度承諾服務
的扶輪社員(Highly
Committed Rotarians)。
因此，教育與訓練成為我們扶輪每一年度裡最大的挑戰與目標。為了
使扶輪永保充滿活力，我們必須不斷吸收及增加胸懷崇高服務標準與崇高
道德標準的新社員，同時，要不斷地從事新社員的訓練教育與現有社員的
繼續教育—“質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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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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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