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111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34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17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一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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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黃志豊 Press 

專題演講 : 享<瘦>人生，健康無限  

                 抗老、養生從自己做起 

      主講人: 呂紹達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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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s、各位 PP. 、

社友及夫人、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興能在百忙之中邀請呂紹達理事長蒞臨本社，做專題

演講:享<瘦>人生，健康無限  抗老、養生從自己做起，相信各位

社友及夫人目前最重視的也是身體健康、如何養生，俗語說:年輕

不養生年老就要養醫生，現今科技時代無論在環境、化學食品、

農藥施作…到處都是危害身體健康的因素。相信今晚借用呂紹達

理事長精闢演講之後，大家一定能夠更認識任何抗老養生一定要

從自己做起，相信今晚大家一定能收獲滿滿、健康滿滿、幸福滿

滿! 

  非常高興昨天社友 LAWYER 傳來喜訊，夫人柯宏黛榮任台中市政

府外埔區區長，這可說是大里國光扶輪社創社 21 年來第一位女區

長，從此以後大里國光社又多一位＂區長＂真是眾望所歸!大里國

光扶輪社之光，在此謹代表國光社全體社友夫人致上最高敬意，

恭喜再恭喜!!! 

  本月 1月 18 日吳寶芬老師健康演講，另外 1月 27 日(星期六)

彰化田尾菁芳園戶外休閒暨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請各位社友

及夫人撥時間踴躍報名參加，深冬已至早、晚溫度差異很大，請

各位社友及夫人早晚多添加衣物，注意個人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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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懇請各扶輪社提供第一屆地區年會各社之活動照片、上傳社

長上台介紹詞，如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依據第一屆地區年會委員會工作計畫內容辦理。 

二、第一屆地區年會將於 107 年 3 月 18 日星期日假台中葳格國際會議中 

     心盛大舉行，屆時將安排在會場外友誼廣場，展出各社年度活動照 

     片，並循往例介紹各社社長賢伉儷出場，接受全場與會社友之歡迎 

     禮讚。 

三、請各社執行秘書協助儘將活動照片 2 張(橫式電子檔、解析度大於 

    1024×768)，及各社社長介紹詞(限 60 個字詞，並包含參加的地區 

    服務活動)，上傳至地區年會活動平台網址 

    (http://bit.ly/3462-01)彙整，截止日期 107 年 2 月 28 日前， 

    謝謝貴社的配合。 

 

MOLD RYE主委報告 

接待學生中文能力測驗程序表  

Agenda for Chinese Proficiency Test  
※時間：2018年01月13日(星期六)  
Date: January 13, 2018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地址：台中市南區復興路三段362號)  
Place: The Cultural & Creative Industries Park- The Heng-Dao Hail  
(No.362, Sec. 3, Fuxing Rd., South Dist., Taichung City)  

※考試時間：考試時間 90 分鐘，總共 60 題。 

 
WE 糾察報告 

第 1033 次例會 1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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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欽炯 300 元、 

蔡秋明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 

劉顯彰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 

黃承偉 500 元、詹振忠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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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文耀 300 元、吳本源 300 元、陳奕源 300 元。          

共 7,1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33 次例會，1 月 4日例會 

1.社友人數:64 位   2.出席人數: 45 位   3.出席率:70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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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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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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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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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會再調整過預計在 4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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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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月報告 

12 月報告 

學生姓名：吳崇愷                派遣扶輪社：大里國光扶輪社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club de agudos 

接待地區：4310.                    目前為第二個接待家庭 

    換到第二個家庭以後，一切安好，轟媽煮的飯也十分好吃，但果然好

景不常，最近得知我的第三個轟家，可能無法接待我，因此我將回到我的

第一轟家，也是我顧問的家，讓我十分不能理解的是如果我住在顧問的

家，那顧問的意義又是什麼呢？ 

     越接近歲末，聖誕節的氛圍越是濃烈，在天主信仰的巴西也不例外，

難得在人生有這麼一次可以完完全全的體驗真實的聖誕氛圍，實在叫人開

心，在巴西的聖誕節全家族的人會聚再一起，吃一頓豐盛的大餐，直到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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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我們便會開始交換禮物，這也是大家最引頸期盼的部分，當然我也不例

外，今年我也收到了許多的禮物，而每個禮物都相當有心意，一個一個的

交給對方，並且附上最巴西式的祝福，擁抱加親親。 

     跨年當然也是在 12 月不可或缺的一個活動，我們全家族到了鄉下的

一個度假小屋，共度了 2017 的最後一個週末，當然也少不了巴西的傳統精

神「烤肉」，在這個週末爐子的火從沒熄過，不斷的吃烤肉配上啤酒，而

當倒數完，我們全家人又會在一次的附上巴西式的祝福。 

       在這個月體驗到了很多前所未有的文化衝擊，也在這些衝擊中漸漸

地了解到真正的交換意義。 

  

HOUSE 社友扶輪感動分享 

  其實我對於扶輪社是很陌生的，從 26、27 歲開始就加入:青商會也接到 

總會理事，後來也參加了同濟會也接了家長會會長，然後職業工會、商業

公會也接任許多職務。但接任那麼多社團後對於職務會比較無感;因為覺

得~社團就是這樣子!? 

  Stainless PP.就多次邀約我入社，而我也一再的婉拒也覺得我在公會

也很忙，因為我對扶輪這一塊:第一是陌生、第二是例會很多，人家說扶

輪社很忙。有次社長及一些前社長都來我公司拜訪，讓我備感驚訝。後來

進了大里國光社才發現這是個好地方，最感動的是一進來社裡到了 40 多

歲還有人給我唱歡迎歌，感動到眼淚都快流下來了。再加上陸續來參加例

會時，許多 PP.、社友打招呼都是很有溫度的，對寶眷也是如此。 

 大里國光扶輪社是我參加眾多社團裡最喜歡的一個，也是最不想離開的

一個社團，這麼好的一個社團我想我以後會極力推薦一些身旁的好朋友來

加入!! 

 

 
               



   

   

  8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111 

例會照片 

    
                 

    
   INBOUND 交換學生零用金頒贈     屯區高中國光獎助學金頒贈 

    
                  屯區 10 所高中國光獎助學金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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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00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成長—送給未來的禮物。 

我們應該反省一下我們每個人可以做出怎樣的貢獻，來確保國際扶輪將來在

各地社區及世界上能夠繼續其善舉。除了繼續邀請新面孔來加入我們服務人類的

志業以外，我實在想不出來我們可以送給扶輪其他任何更好的禮物。 

而由於我們的努力，RI前社長季愛雅就曾提出的1996-97年度社員超能挑戰

Membership Challenge Plus進行得相當順利；來自各扶輪社的報告顯示扶輪社

員及新創立的扶輪社數目不斷增加。可是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這裡所提的「超能

Plus」不僅僅代表更多人加入扶輪社，同時也代表扶輪社員的品質加分，扶輪社

員的心裡更要以扶輪為念。 

數年來在扶輪世界所舉辦的研討會中，忠貞的扶輪社員探討出各種方法來達

成增加社員人數的目標。許多獨具創意的構想因此出爐，也確實創造了優異的成

果。可是從討論中我也發現一個基本的概念：除非我們時時刻刻想著增加社員這

件事，否則我們經常會忽略掉平日交往的一些合格人士。 

新社員可以讓你的服務活動增加活力生機。也許他們會建議一些從來沒人想

過的嶄新理念來提供服務，或是像催化劑一般，讓你的扶輪社展開原先並不受到

重視的某些計劃。新社員可能在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青年服務團、扶輪青少年

領袖獎RYLA、或扶輪青少年交換RYE上點燃新的火花。 

「對社員成長的看法」匯集一些見解如下： 

1. 可能的社員應該在和扶輪社首次接觸前就對扶輪有基本而客觀的認識。 

2. 扶輪社擁有開放心胸和寬容的社員才具備成功吸引新社員加入的基礎。 

3. 社員的多樣性加上樂於採納新的開放式活動使得加入扶輪社成為一件有意思

的事。 

4. 社員發展是每位扶輪社員的義務和特權。 

5. 精采的服務計劃是刺激他人加入扶輪的重要因素。 

6. 扶輪要日益突顯出自己。 

7. 要找尋適當人選，而非找尋符合職業分類的人。 

8. 要讓新社員順利融入組織必須自起始就平等對待他們。 

9. 扶輪應該不斷實行並強調一點原則：唯有扶輪知識豐富的社員才算是真正的 

社員。 

10. 扶輪社員的家人不應視扶輪為競爭者，而應視其為家庭生活的寶貴補給品。 

看過這些精彩的意見之後，我想邀請大家在今年推薦一位(或數位)新社員，作為

送給我們扶輪組織未來的一份禮物。盡你的一份力量做到用行動與憧憬建造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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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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