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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33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16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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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4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詹振忠 Flower 

節目 :  2017-18 年度上半年社務報告 

        &國光獎學金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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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 Michael、司儀 Flower、各位 PP. 、社友 

夫人、各校主任、老師及各位國光獎助金受獎同學、三位交換學生吳大偉、

黃韋恩、詹承宇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是 2018 年第一次例會，特別精心安排一年一度的國光獎助金頒贈， 

很榮幸能邀請各校老師主任及同學蒞臨參加年度首次例會，請各位老師主

任及同學能更深入了解扶輪社實際運作及最終目的，就是服務人群、改善

世界。目前國光扶輪社副屬子團體有:扶青團、扶少團、社區服務團、薩克 

斯風團、高爾夫球隊、慢速壘球隊，社友人數 64 位隸屬國際扶輪 3462 地

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2017 剛道別接著 2018 到來，感謝過去一年各社區、學校、慈善團體、社友 

及夫人的支持與愛護，國光扶輪社才能日益茁壯，社務順利進行。新的一

年祝大家事事如意、心想事成! 

  去年 12 月 14 日社員大會已經選出優質的社長當選人 PAR、22 屆超強理

事、24 屆社長提名人 LIFE、26 屆社長提名人 GEAR，在此特別恭喜所有優

質團隊及人選，希望各位當選人能傳承國光扶輪社優良文化與社風。12 月 

22 日晚上在潮港城三樓帝國廳舉辦一年一度聖誕趴，看到社友、夫人及小

扶輪們美美出現驚動全場神采飛揚!!!宮廷、民族及各種風格盡出，特別感

謝地區總監 ORTHO 伉儷百忙之中撥空蒞臨參與，也創本社歷年來第一次有

地區總監參與聖誕晚會，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全社社友、夫人從一、二個月

前就配合到全國租衣試裝，更感謝社友跟夫人幕後幫忙現場場地、舞台、 

桌位、照相背板、燈光、動向等等….感謝大家。12 月 23 日在金典酒店 

PP. JASON 與淑真夫人的公子鈺傑結婚喜宴，當日席開 70 桌貴賓雲集，賓

客不斷顯示出 PP. JASON 人際交友廣闊，在此祝福鈺傑早生貴子，富貴萬

萬年。喜事連連 12 月 29 日本社執行秘書廖翊妙的先生與朋友開了一家: 

御田日式關東煮真是好吃，當天社友及夫人到場祝賀，真正的日式關東煮

就在本社執秘先生開的店裡，感謝所有的社友及夫人到現場祝賀感謝大家! 

  本月例會 1 月 11 日邀請慈濟醫院呂紹睿醫師的弟弟呂紹達建(健康毛巾

操)蒞臨本社演講，1 月 18 日特邀吳寶芬老師蒞臨演講醫療保健，也邀清分

區四社聯合例會，1 月 27 日到彰化田尾的菁芳園戶外休閒.女賓夕暨家庭爐

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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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2017-18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四次全會，如附件及說

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明：一、2017-18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四次全會， 

時間：2018年01月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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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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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長、會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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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財務長、地區副祕書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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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會訊息傳達： 

本次會議歡迎顧問張賜賢Computer社友蒞臨指導，親自傳授年會 

資訊上傳網路平台操作使用相關事宜的技巧。 

1、年會報名登記：https://goo.gl/Zt4Rfq 

2、查看已報名狀況：https://goo.gl/jkpEzD 

3、籌備會宣達與討論重點：https://goo.gl/XLL2JS 

  

(二)、 主旨：函請各扶輪社推薦並提供2018-19年度各分區助理總監、分

區副秘書長等人選，及扶輪社社長當選人與秘書人選等資料，如附件及說 

明，惠請查照。 

說明：一、有關分區助理總監推薦人選資格，請遵照國際扶輪彙17.030.1 

      規範辦理。 

      二、助理總監遴選標準，須完全符合下列要求： 

1、資格完備之現職社員，年資至少滿三年。 

2、任滿一任之扶輪社社長或曾任扶輪社創社社長且任滿自RI核准日起至 

   6月30日之完整任期，此期間至少必須滿6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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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意願並有能力接受助理總監之責任者。 

4、在地區階層有傑出表現者。 

5、有潛力成為地區未來領導人者。 

    三、茲援引慣例，敦請各分區助理總監協調各所屬責任區扶輪社， 

    以利推薦適任社友人選。 

    四、請依序填妥附件表格並檢附相片，於108年1月31日前回傳至 

     2018-19年度地區總監辦事處籌備處。 

六、本案聯絡人：2018-19年度3462地區總監辦事處籌備處。 

電話：04-23131055傳真：04-23136898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地址：40750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一段209號 

附件：一、2018-19年度分區助理總監及分區副秘書長資料填寫表乙份。 

      二、2018-19年度社長當選人及秘書資料填寫表乙份。 

 

(三) 、主旨：函請各扶輪社踴躍報名參加2017-18年度第一屆區年會高爾

夫球賽， 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轉知。  

說明：  

一、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107年1月25日截止，報名以社為單位，  

採網路報名 http://bit.ly/3462-01。  

二、參加資格：限本地區扶輪社員暨配偶  

三、比賽日期：民國107年3月5日、6日(星期一、星期二)  

四、比賽地點：南峰高爾夫球場 (南投市鳳山路336-3號)  

附件：國際扶輪3462地區第一屆年會高爾夫球賽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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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旨:2017-18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得獎名單揭曉，本年度共有

碩士班183位及博士班62位學生獲獎，獎學金額計頒新台幣參仟壹佰捌拾捌

萬元，頒獎典禮定於107年1月27日(星期六）下午一時假台中市政府新市政

大樓4樓集會堂(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99號)舉行 

3462地區大里國光扶輪社推薦博士生:蔡佩儒 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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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照顧扶輪社及照顧社友協辦事項 

一、凡受獎學生之推薦社即為其「照顧扶輪社」。「照顧扶輪社」，應推選一

人為受獎學生之「照顧社友」，期以扶輪精神關懷並培育成為扶輪的接棒

人。 

二、獎學金之頒發 

‧碩士班：一至六月每月頒發二萬元，共十二萬元整；博士班：一至四月

每月頒發三萬元；五至六月各頒發二萬元，共十六萬元整。 

‧一月份：於本基金會舉辦之頒獎典禮中統一頒發。 

‧二月份：於獎學生聯誼會舉辦之迎新活動中頒發。 

‧各地區年會舉辦月：分寄至各地區總監辦事處，由各地區總監於年會中

頒發。(冠名獎學金得由冠名捐款人頒發)。 

‧餘均按月寄至各「照顧扶輪社」於例會中頒發。 

三、受獎獎學生每月至少應參加「照顧扶輪社」的例會一次，參加日期由「照

顧扶輪社」和受獎學生磋商擇定之。 

四、照顧扶輪社如遇有授證慶典、職業參觀及社會服務等活動時，請儘量安排

受獎學生參加。 

五、照顧社友請儘量撥冗參加受獎學生聯誼會每月一次之例會，關懷與培育。

若有優良表現之受獎學生應給予表揚以資鼓勵。 

六、受獎學生必須在得獎年度內繳交一篇約八百字的「得獎感言」及「研究報

告」給「照顧扶輪社」及本基金會。優良者本會將上網或轉載扶輪月刊或

地區總監月報。 

七、領獎期間或期滿後，受獎學生之永久與現在住址、聯絡電話等，如有變更，

請儘速通知本會，以便本會與受獎學生保持有效之聯繫。 

八、受獎學生在領獎期間，如有素行不良、未親至照顧社出席例會，或有任何

損害扶輪名譽之言行，以及如休學或一個月以上無音訊而聯絡不到者，

「照顧扶輪社」應函照本會，停止支付該生之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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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LD RYE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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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參加第四次講習會，如說明及附件，請查照。 

說明： 

一、訂於下列時地舉行第四次講習會，請各扶輪社督促推薦之學生“務必

準時＂參加。1.時間：2018 年 01 月 06 日(星期六) 08：00~17：30。 

2.地點：台中青年高級中學(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 100 號)。 

二、各組組長請留意，每組預算為 2,500 元，1 月 6 日報到時發給現金。請

製作 8-10 人份餐點，另請自備油、鹽、醬、醋、葱、蒜、辣椒…等。 

三、各派遣備取生，應準備 10 分鐘上台英文簡報，並將簡報放置隨身碟內，

活動當天攜帶至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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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32 次例會，12 月 23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4 位   2.出席人數: 58 位   3.出席率:91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033 次例會 1 月 4 日(星期四) 下午 6:20 節目:2017-18 年度 

   上半年度社務報告&國光獎助學金頒贈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會後召開 1月份理事會請理事們留步。 

二.第 1034 次例會 1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6:20 專題演講 主講人呂紹達 

   醫師。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三.第 1035 次例會 1 月 18 日(星期四) 分區聯合例會下午 6:20  

   專題演講:健康吃喝快樂生活  主講人:吳寶芬老師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四.第 1036 次例會原 1 月 25 日變更 1 月 27 日(星期六) 節目: 休閒活動 

   暨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  時間:中午 11 點報到聯誼 地點: 彰化田尾 

   菁芳園休閒農場 地址: 彰化縣田尾鄉張厝巷 73 號 048-223535     



   

   

  8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104 

節目預告: 

一.2 月 24 日(星期六)晚上 6:00 新春團拜 地點:菊園餐廳 

二.2 月 28 日(星期三)早上 5:30 彰化田中三潭國小舉行 228 扶輪愛跑 

三.3 月 17-18 日(星期六、日)地區年會 地點:葳格 

四.3 月 24-25 日(星期六、日)春季旅遊及女賓夕慶生暨家庭爐邊活動 

   地點:南部 

敬請各位社友及夫人記住日期踴躍報名參加，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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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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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活動照片 

  
                 12/14 第 21 屆社員大會 

  
              12/20 JASON PP.& 淑真夫人娶媳婦 

  
                       12/12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12/14~12/18 國際義診在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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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 聖誕趴暨女賓夕慶生        12/23JASON PP.娶媳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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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99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發展特殊的例子──扶輪成為家務事Rotary 

becomes a family affair。 

扶輪家庭週(2月3-9)的主旨和印度賈克罕的詹薛普中央夫婦(Jamshedpur 

Central Couples)扶輪社有異曲同工之妙。該社的22名社員全是年輕的夫婦，

這或許是扶輪歷史的創舉。 

辛哈尼亞(Mahesh Singhania)在成為創社社長之前，乃是輔導社的詹薛普

扶輪社的社員。第3250地區總監納蘭(Sandeep Narang)說辛哈尼亞一直鼓吹朋

友與事業夥伴加入該扶輪社，可是社員的平均年齡─超過50歲─以及社員在進

入扶輪社的理事會之前所需的資歷─一般來說是10年─因而讓年輕人怯步。 

在詹薛普扶輪社的支持之下，辛哈尼亞和2001-02年度助理總監德柯斯塔

(Ronald Dcosta)開始和許多夫婦商談成立新扶輪社的事。納蘭評論說：「妻

子似乎比較熱衷。」也由於她們的興趣因而建議成立一個夫妻社，「這個構想

像星火燎原一樣。」不到一個星期，有11對夫妻加入。 

納蘭說：「他們覺得夫妻社將會很有趣。他們知道如果社員覺得有趣，服

務也就隨之而來。」甚至在該社2002年7月31日的授證儀式之前，這些夫婦已

經開始成立一個扶輪少年服務團、一個扶輪社區服務團、以及一個弱勢少女縫

紉團。 

前國際扶輪理事「東尼」賽蘭諾(Antonio “Tony＂Serrano)在印度處理

扶輪事務期間，把證書頒發給這個新扶輪社。 

對於該社社員，賽蘭諾驚嘆說：「他們對扶輪十分熱忱。」他們全部都是

專業人士，其中許多人都有子女。該社未來可能會考慮吸收單身社員。目前，

還有8對夫妻渴望加入，建立一個家庭族傳統。 

備註： 

2004年立法會議通過將扶輪家庭週(2月第二個星期)改成12月為扶輪家庭

月(2004年程序手冊P284)。 

扶輪家庭Rotary family包括： 

扶輪社員之配偶、遺妻/遺夫、子女、孫子女、及其他親戚、以及扶輪基

金前受獎人、團體研究交換團團員、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扶輪青年服務團團

員、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員、扶輪青少年領袖獎參與者、內輪會及其他扶輪配偶

團體、及全球網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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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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