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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30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15 期 

中華民國一○六年十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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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4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林文耀 ALAN 

      節目 :  社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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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當選人 Injection、IPP.Net、秘書 Michael、司儀 Alan、各位社友

大家好大家晚安。 

時間過得真快一年一度的社員大會今晚就要舉行，記得二年前我也是經

由社員大會全體社友票選，今天即將要選出優秀的 22 屆理事、23 屆社長當

選人、24 屆補社長提名人、26 屆社長提名人，因為選票多種因此今年特別

安排兩邊同時開票節省時間，相信今天社員大會一定能選出最優質的團隊

以及往後各屆超優的社長。會後 23 屆社長當選人 Par 也準備了精緻的茶點 

邀約各位社友、夫人蒞臨享用!! 

  今年本社 PP.Pharma 伉儷及 Young Dentist 代表本社參加緬甸國際義診，

本人對於他們的義舉善行非常欽佩，當我們有能力服務社會時，一定要及

時行善，莫等時間身體已無法支配時，才想服務貢獻社會服務他人那已為

時已晚。期盼各位社友能互相推薦及時行善，服務越多獲益越大。 

  12 月 9 日早晨我與社友及夫人，前往南中寮地區參加七校聯合運動會，

當天至會場只見濛濛細雨飄著，心想運動會一定會取消，但我們看到的是

大家同心一致，在帳棚內準備準時開幕，校長也跟我互勉風雨生信心，我

們也在風雨中離開了中寮國中，下午 2 點參加分區八社聯合舉辦關懷弱勢

慈善音樂嘉年華會，因為天氣、場地等因素感覺今年參加的社友夫人不多 

，要感謝老天爺能使天氣轉晴沒下雨，也要感謝本社薩克斯風團隊精彩演

出、夫人們精湛的舞蹈讓全場與會嘉賓讚不絕口，這是國光社的優質傳承，

歷屆社友、夫人共同努力的結果!12 月 10 日參加社友 Flower 擔任的大里區

國光里社區發展協會舉辦的歲末淨山親子活動，國光社共同協辦當天社友、

夫人及小扶輪大家發揮了扶輪改善環境、改善世界的使命。 

12 月 12 日本社當天首站抵達褒忠鄉復興國小，我們與大里社社長 Kane 合

辦偏鄉英語課後輔導計畫案也捐贈扶輪之子，陸續前往褒忠國小及褒忠國

中頒贈，下午 3點又回到僑泰高中頒贈，深切感到莫為善小而不為，感謝

社友撥空參與也感謝各個學校的熱情接待，12 月 14 日是扶輪之子最後一天

的頒贈行程，希望各位認養人能親自到學校頒贈及與受贈同學一起合照見

面，感謝大家的支持與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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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年一度的聖誕趴即將於 12 月 22 日於潮港城 2 樓上海廳舉行，敬請未

報名及定裝的社友及夫人盡快至:台灣大道 20 號的 全國租衣定裝，一定要

美美出場，留下永恆的回憶!! 

  12 月 23 日中午是 Jason PP.公子喜宴，席設台中金典酒店 13 樓，敬請

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分享這一份幸福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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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擬辦理2017-2018年度外籍學生

「聖誕Party」事宜，如附件及說明，請各社通知所屬外籍學生出席，請查

照。說明： 

一、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國際青少年交換計劃。 

二、本地區RYE委員會訂於12月22日(星期五)辦理外籍學生「聖誕Party」，

相關活動程序表與說明詳如《附件1、2》。請各接待社協助學生向接待學

校辦理相關請假事宜，通知所屬外籍學生務必出席參與。 

三、為方便節目進行，請通知所屬外籍學生準備交換禮物(內容物價值至少

NT$500)，以利禮物交換。 

四、為避免外籍學生集結聚會不良場所，當日活動結束後所有外籍學生皆

須返回原接待家庭。敦請所有接待家庭務必各自接回所接待之外籍學生，

相關聯絡電話與接送者資訊煩請各社統一於12月15日(星期五)前上網填妥回

函表(網址：https://goo.gl/forms/3M2MBzhCc7Nbu2as1)，以利活動規劃辦理。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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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說明與程序表    2.地圖 

 

 (二)、主 旨：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依年度計畫辦理「台北兩天一夜101

跨年活動」，如說明及附件，請各接待社協助已註冊的外籍學生向接待學

校辦理請假事宜，即請查照。 

說明： 

一、本地區RYE委員會預定於12月31日~01月01日辦理外籍學生「台北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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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夜101跨年活動」，相關活動內容詳如《附件一與附件二》，請各接待社

協助外籍學生向接待學校辦理請假事宜。 

二、為避免外籍學生集結聚會不良場所，活動結束後所有外籍學生皆須返

回原接待家庭，請所有接待家庭務必各自接回所接待之外籍學生。相關聯

絡電話與接送者資訊煩請各接待社統一於12月15日(五)前填妥回函附表

https://goo.gl/forms/zT4lmmn8trbLfqcz2一併提供。 

三、請各接待家庭通知外籍學生與相關人員簽署參加跨年旅遊同意書(附件

三)，此文件統一於12月15日(五)前繳回。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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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條與參加名單。   2.程序表    3.跨年旅遊同意書 

 

(三)、主旨：本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依年度計畫辦理外籍學生中文能力

測驗，請各社通知所接待外籍學生務必出席參與，詳如附件及說明，請查

照。  

說明：  

一、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國際青少年交換計劃。  

二、地區RYE委員會預定於2018年01月13日(星期六)上午辦理外籍學生「中

文能力測驗」，程序表與地圖詳如《附件一》，請各接待社通知所有外籍

學生務必出席參與。三、RYE委員會提供參考試題25題，如《附件二》。當

天測試題目共60題，測試時間為90分鐘，請接待家庭務必轉知學生。  

四、參照憲總字第1061108001號，2018年01月13日(星期六)下午13:30~16: 

30，外籍學生有足球及啦啦隊訓練，請轉知學生務必出席此訓練。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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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29 次例會，12 月 7日例會 

1.社友人數:64 位   2.出席人數: 50 位   3.出席率:78 % 

 

WE 糾察報告 

第 1029 次例會 12 月 7 日歡喜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林炳村 5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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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秋明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 

曾復興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 

張祈雄 200 元、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200 元、詹振忠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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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茂煒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周錡揚 300 元、蘇瑞信 300 元。         

共 10,2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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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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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第 1032 次例會原 12 月 28 日變更 12 月 23 日(星期六)Jason P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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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2328-8000 

 

WILLS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7-18 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2021 國際年會在台

北 1000 元，共 3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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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2017-18 年度上半年度尚未繳納社費的社友請盡速繳納 

 

 

 

 

 

 

 



   

   

  6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1214 

 



   

   

  7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1214 

 



   

   

  8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1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