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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1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37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19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二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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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司儀： 蔡政憲 Human 

節目:  內輪會夫人分享&春節蘭花頒贈 

      主講人: Lawyer 夫人柯區長 宏黛及 WILLS 夫人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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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貴賓台中市外埔區區長 柯區長宏黛社長、當選人 Injection、

IPP.Net、秘書 Michael、司儀 Human、各位 PP.、社友及夫人大家好，

大家晚安。 

  今天很高興大里國光社創社以來第一位女區長，在百忙之中撥空蒞

臨本社例會，做榮任區長一路來心中感想分享。記得 Lawyer 夫人未就

任區長之前是在台中市政府環保處任職，今天我們很榮幸能在剛上任

幾天，就邀請她來分享一路從環保處升任區長這當中不同的職務，如

何來扮演!另一位 Wills 夫人湞惠，她是一位熱心服務無論在社裡現任

社區服務團副團長、明年接任團長;在南區南門里社區發展協會、里辦

公室都無私的貢獻與付出，今天很榮幸能請她來分享服務心得感想，

真是扶輪服務人類!! 

今天也難得請社長夫人、內輪會主委、秘書夫人一同到台上跟大家分

享，今天也是內輪會致贈春節蘭花盆栽，夫人們用心全體社友真是前

世修來的好福氣，大家才能在同社共同分享與學習~ 

  元月十八日本社與分區四社舉辦聯合例會，邀請吳寶芬老師來分享

吃的健康身體所需各種營養成分，每位社友及夫人會後都非常高興，

未參與講座的社友及夫人一直要求以後有機會要辦此類似講座，只要

大家喜歡我們會盡力安排。元月 27 日彰化田尾菁芳園農場活動，看到

大家拍照如此的漂亮，留下美美的回憶~真是扶輪聯誼家庭;家庭支持

扶輪最佳寫照。當天下午在台中市府四樓集會堂看到全台灣 12 地區碩

士生及博士生頒獎，也是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成立 42 週年，本社推薦

博士生蔡佩儒同學表現優異，也要我代為轉達感謝。 

  最近天氣變化異常，請各位社友及夫人早晚記得添加保暖衣物，並

且保重身體健康。 

  再過二周就是農曆過年，在此先祝大家:旺年行大運  好運旺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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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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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 旨：隨函檢附地區參加 2018 國際扶輪加拿大多倫多世界年會相 

關行程「2018 國際扶輪年會 3462 地區行程計劃方案」，詳如附件 

，惠請各社宣導社友共襄盛舉，踴躍報名參加為荷，即請查照轉知。

說    明： 

1、 地區參加 2018 國際扶輪世界年會，特組團前往加拿大多倫多市活動 

相關行程，詳細內容與費用等，請參閱附件。 

2、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截至 107 年 2 月 25 日止，機位有限，以報名 

順序先後為主。 

3、本案聯絡人：總監辦事處執秘盧春霞 T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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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04-8742992   手機：0937-930720  信箱：3462dg1718@gmail.com 

 

商務艙(加幣 4858 元) 加幣 8863 元(約台幣 212712 元) 加幣 8418 元(約台幣 202032 元) 

豪華經濟艙(加幣 2231 元) 加幣 6236 元(約台幣 149664 元) 加幣 5791 元(約台幣 138984 元) 

經濟艙(加幣 1490 元) 加幣 5495 元(約台幣 131880 元) 加幣 5050 元(約台幣 121200 元) 

★ 機票： 1、商務艙：20位，每位加幣4858元               

          2、豪華經濟艙：16位，每位加幣2231元              

          3、經濟艙：30位，每位加幣1490元  

 

2018/6/18 台北出發同一天中午抵達溫哥華 
AC018 台北 PM15:55 起飛 →  

溫哥華 AM11:25    

2018/6/18 ‐ 6/22 洛磯山脈 5 日遊 如附表 

2018/6/23 上午溫哥華 → 多倫多 
AC018 溫哥華 AM09:25 起飛 → 多倫多 

PM16:53 

2018/6/24   參加多倫多世界年會 

2018/6/25 多倫多 → 尼加拉瓜瀑布 一日遊 

2018/6/26 早上多倫多 → 溫哥華 → 台北 
AC183 多倫多 AM07:30 起飛 →  

溫哥華 AM09:19 

2018/6/27 下午返抵台北 溫哥華  AM11:10 起飛 → 台北 PM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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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宿+旅遊費用( 6/18 - 6/26 )： 

1、單人房：加幣4005元    2、雙人房：加幣3560元    

 

★價格表費用是以 1CAD = 24TWD計算，正確台幣費用以收費當日匯率為主   

行程內容---第一天(06/19)溫哥華科隆娜→【葡萄酒廠】→灰熊鎮 

 ✽車沿著國道橫加一號公路行經菲莎河谷低路平原，途經“第一滴血＂的

拍攝地也是百年前濤金時期的美麗小鎮希望鎮。午間抵達歐肯那根湖區，

此地被譽為『陽光燦爛之地』，此區盛產葡萄及各類水果，公認是加拿大

的果籃。  

 ✽稍後前往湖邊參觀構成基隆娜的奇麗景色歐肯那根湖。此湖深不可測。

據說有湖怪－原文印第安語 『OGOPOGO』。古印第安傳說：有惡人被鬼上

身，殺害了族中受尊崇的酋長，天神降罪，令它變成湖中巨蛇，就是奧高

普高。 

  ✽午後延著舒士威湖東行前往參觀『最後一根釘紀念碑』。紀念由華工

興建的太平洋鐵路，東端及西端鐵路在1885年完工在此接軌。 

  ✽今晚住宿於灰熊鎮高級渡假酒店。 

第二天(06/20)灰熊鎮→翡翠湖→班夫→露易絲湖 

 ✽今早進入洛磯山脈的優鶴國家公園參觀高山冰河湖『翡翠湖』。 

 ✽隨後前往欣賞露易絲湖之美。1.9 公里的遊湖步道，可以從不同角度欣

賞湖光山色。 

 ✽今午安排在露易絲湖城堡酒店享受高級午餐，午餐後前往夫鎮參觀著名

景點如當年瑪麗蓮夢露拍攝名片「大江東去」的弓河瀑布，河水奔騰而下，

非常壯觀。 

 ✽遠望班夫春泉城堡酒店古典之美，請準備好您的相機，捕捉這絕美的景

色。 

 ✽在班夫大街上享受購物的樂趣。 

 ✽今晚住宿露易絲湖城堡酒店。 

第三天(06/21) 

露易絲湖→【冰原雪車之旅】、【冰川天空步道(玻璃僑)】→灰熊鎮 

 ✽一大早欣賞露易絲湖的晨景。晨曦的露易絲湖景更能顯現其晶瑩翠綠，

翠綠的湖景襯托出路易斯湖畔城堡酒店古典之美，眼前美景讓人讚嘆。 

 ✽隨後將沿著世界上最美麗的高山高速公路『冰原大道』繼續北行抵達哥

倫比亞冰原，這也是北極圈以南最大的冰原之一。在此您可參加冰原雪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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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旅，換搭巨輪雪車登上冰河，下車撫摸千萬年的冰雪結晶。 

 ✽再來便是參觀2014年最新落成的冰川天空玻璃橋步道。漫步於透明玻璃

橋面，感受洛磯山脈浩瀚磅礡的氣勢。或是駐足於玻璃橋上之觀景台，欣

賞絕美山水風光，是您一生不可錯過的"驚艷"。 

 ✽回程行經佩多湖、弓峰、弓冰河、弓湖及鴉爪冰河等景點。 

 ✽今晚住宿於灰熊鎮。 

第四天(06/22) 灰熊鎮→甘露市【西洋蔘廠】→溫哥華 

 ✽今晨前往荒野牛仔小鎮 ─『甘露市』。此地位於內陸氣候乾燥適於花

旗蔘的生長，是北美洲花旗蔘的主要產地。 

      在此特別安排參觀甘露市蔘農協會西洋蔘場，由專業的銷售人員介

紹花旗蔘的種植、生長、採收及製造過程，同時可自由選購各類西洋蔘製

品。  

 ✽午後專車返回溫哥華，結束難忘的的洛磯山脈之旅。 

     

(三) 、主 旨：函請提供第一屆地區年會各類獎項表揚名單，詳如說明及 

      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參照國際扶輪政策及地區年會工作計畫案辦理。 

二、團體獎項與個人獎項之申請，請依照附件一與附件二辦理。 

三、「扶輪社獎」褒揚名單截止至 107 年 2 月 28 日，請各社於截止日前 

    登錄 RI 網站。 

四、申報名單請於民國 107 年 2 月 10 日前提供至總監辦公室，以利審核。 

五、本案聯絡人：總監辦公室盧春霞 Tina 

    電話 04-8742992  0905-758108  信箱 3462dg1718@gmail.com 

附  件：一、第一屆地區年會團體獎項申請表 

        二、第一屆地區年會個人獎項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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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主 旨：召開 2017-18 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六次全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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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全會， 

    時間：2018 年 02 月 24 日(農曆大年初九)星期六 

    上午 11：30 報到聯誼 

    中午 12：00 餐敘聯誼 

    下午 02：00 年會會議 

    下午 04：00 散會 

    地點：台中潮港城國際美食館 

    台中市南屯區環中路四段 2 號 TEL：04-2386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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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年會資訊各 

   項進度及追蹤, 主要針對年會流程作完整 Rundown 檢視,確認各組工 

   作細節與跨組需求提出, 請各工作小組務必派人參加. 

            1、詳細請參考即時更新資訊 https://goo.gl/i4mi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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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查看已報名狀況： https://goo.gl/eg5nNb              

3、請團隊登記報名，以利統計人數，謝謝。 

                                         請點這裡報名 https://goo.gl/LCwuc1 

 

(五) 、主 旨：敬邀撥冗出席指導 2017-18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生 

              誼會五區聯合迎新活動。 
 說  明： 

一、依據本會 2017-2018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申請、評審及頒 

發辦法第八條﹕獎學金給付辦法之規定，二月份獎學金將 
    於聯誼會迎新活動中頒發。 

二、2017-18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生聯誼會四區聯合迎新活動謹定
於 2018 年 2 月 10 日、2 月 11 日（星期六、日）兩天假日月
潭青年活動中心(555 南投縣魚池鄉中正路 101 號)舉行。 

三、特此專函敬邀出席指導，並請鼓勵貴地區扶輪社友踴躍參加。
    請直接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1FAIpQLSfiaa77TEmpwmhnLK…/viewform 
    報名及相關事宜：請洽聯誼會總會長或各分會長。(附件) 

四、同封附上迎新活動程序表一份謹供參考。 (附件) 
 

2017-18 年度 中華扶輪獎學生聯誼會 
五區聯合大迎新~日月潭夜未眠 

活動程序表 
 

2/10 (六)  活動內容 

上午 整裝待發：各集合地點 (各區發車時間自訂) 

神清氣爽出遊去：遊覽車上(中餐時間) 

12:00~13:30 初入茅廬：註冊報到、認識環境 

13:30~15:00 老僧入定：例會時間 

15:00~17:30 破冰：交換名片、小隊&地區重組 

17:30~18:30 垂涎欲滴：晚餐時間 

18:30~19:00 茶餘飯後：邁向 Crazy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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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21:30 Crazy Night：小隊&地區重組、晚會時間 

21:30~22:30 輕鬆時間 

22:30~24:00 夜觀星象 

00:00~ 休息是為了走更遠的路，如果可以休息的話… 

2/11 (日) 活動內容 

07:00~09:00 睡眼惺忪：早餐時間 

09:00~12:30 大地遊戲 

12:30~13:30 炊金饌玉：午餐時間 

13:30~15:00 回饋時間：頒獎典禮、小隊&地區重組 

15:00-15:30 收拾行囊、打道回府 

15:30~ 期待明年再相見 

 

(六) 主 旨：舉辦「3462 地區年會 RI 代表歡迎會暨保羅哈里斯之友餐會」，

             敬邀踴躍報名參加，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3462 地區年會 RI 代表歡迎會暨保羅哈里斯之友餐會」，訂於 107 

      年 03 月 17 日（六）下午六時假台中林酒店舉行。 

二、敬邀前總監伉儷、地區副總監伉儷、地區助理總監伉儷、 

    分區助理總監伉儷、年度鉅額捐獻社友伉儷、年度保羅哈里斯之友 

     社友、年會捐款贊助社友伉儷、地區副秘書長、地區執行秘書與各 

     社社長，踴躍報名參加。 

 三、請各社執秘協助於 2月 23 日前完成報名： 

     報名網站: http://bit.ly/3462-01-phf 

     查詢已經報名: http://bit.ly/3462-01-phf-rsvp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36 次例會，1 月 27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50 位   3.出席率: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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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37 次例會 2月 1 日(星期四)下午 6:20 節目:內輪會夫人分享& 

春節蘭花致贈 主講人: Lawyer 夫人柯區長 宏黛及 WILLS 夫人湞惠。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二. 第 1038 次例會 2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6:20 節目: 

主講人:水墨畫家 何水木老師。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三.第 1039 次例會原 2 月 15 日變更 2 月 24 日(星期六) 節目: 新春團拜 

   暨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  時間:下午 6點報到聯誼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四.第 1040 次例會原 2 月 22 日變更 2 月 28 日(星期三) 節目: 228 扶輪 

愛跑 報到時間:早上 5:30~5:45 地點: 彰化田中三潭國小 

節目預告: 

一.3 月 17-18 日(星期六、日)地區年會 地點:葳格國際會議中心 

二.4 月 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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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資料後續會發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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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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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活動照片照片

  
      1/18 與分區聯合例會邀請:吳寶芬講師蒞臨講授 

  
    會後與吳寶芬老師合影        1/22 爽文國中雙 R好學生頒贈 

  
   1/22 與社區服務團共同做社區服務案:雙 R 好學生頒贈 

 

 

 



   

   

  15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1 

  
   1/27 休閒活動暨元月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地點:田尾菁芳園 

      
                                    中華扶輪獎學金頒贈典禮 

    
     1/27 休閒活動暨元月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地點:田尾菁芳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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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02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用家庭來強化扶輪。 

扶輪家庭的觀念對你來說有什麼意義？ 

扶輪並不只是提升個人事業而已。扶輪社在最佳的情況下，不僅鼓勵

吸收多元多樣的社員，還可同時建立類似家庭的個人關係。 

扶輪的家人參與扶輪社的活動為何重要？ 

扶輪社員參與大量的各式活動，行程安排的衝突便需要決定事情的優

先順序。眷屬若能參與扶輪服務與社交活動，將更能充分瞭解為何扶輪社

員即使在與其他需求衝突時也要投入時間在扶輪的原因。 

扶輪社要怎麼做才能適合社員的家人參與？ 

對扶輪來說，其困難在於對社內所有組成份子─扶輪社員、社員家人、

已故扶輪社員的配偶、甚至前扶輪社員─扶輪社都要保持敏感。一個扶輪

社可以創造出支持及有益於社員的共同合作精神。 

他們審查扶輪社與其社員的關係如何。社裡是否與患病社員保持聯繫？是

否支持事業發生問題的社員？對遭遇喪親之痛的扶輪社員或其眷屬有何行

動？是否注意到參與漸少的社員？是否新社員覺得是這個扶輪社「大家庭」

的一份子？總而言之，扶輪社員是否伸出援手彼此相互扶持？該委員會協

助理事會與該社其他委員會推行適當的變革。 

扶輪家庭的觀念是否可作為社員成長的工具？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曾經說過：「要離開一個你沒有奉獻投入的

團體很簡單。但是要離開家庭卻是很困難。」人們覺得在某個組織自在得

像在家一樣，便不會離開。這項由國際扶輪社長所發起的活動突顯有必要

創造這種環境，將可造成社員大幅成長防止流失。 

扶輪社員家庭的家人在接觸扶輪大家庭之後有可能成為社員嗎？ 

當社員家人也參與時，扶輪這個組織的價值則便不證自明。我們相信

社員家人也會加入扶輪社成為現職社員，只有對有年齡或性別限制的扶輪

社才會構成問題。於全世界的扶輪社來推動扶輪家庭的觀念是否需要考慮

文化的差異？ 

當然，扶輪在許多文化中已發展興盛近100年。它可以適應所在地的文化，

並與時代並進。我相信扶輪社員將會自行調整這項概念來符合其自身的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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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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