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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38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20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二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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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司儀： 黃志豊 Press
專題演講: 心的思維，新的突破
主講人: 陳建安 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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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的主講人:陳建安執行長、貴賓葉鴻裕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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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很榮幸能在農曆年前一週邀請到陳建安執行長蒞臨本社做精闢
的專題演講，演講題目:心的思維，新的突破。陳執行長現任光智國際
有限公司執行長，學經歷非常豐富，曾授課單位非常之多，有文化局、
社團(同濟會、青商會、油漆工會、工商策進會、中國媽媽選美協會、
廚具公會、發展協會)等等....
政府單位、產業界、行銷業、房地產、金融保險、醫院，可說是講授
界靈魂人物，相信今晚的演說對大家一定受益不淺。也非常感謝今天
陪同前來我的好友:葉鴻裕教授今天的講師也是他所推薦，相信今晚在
二位教授講師加持下，國光扶輪社所有與會社友及夫人一定能夠收穫
滿滿，新的一年:心的思維，新的突破!!
上週例會內輪會夫人分享，非常感謝 Lawyer 夫人柯區長宏黛百忙中
撥空蒞臨指導，也感謝她贈送來參加例會的每位社友一條花博毛巾，
也可做毛巾操使用。也感謝內輪會贈送每位社友蘭花盆栽，旺年大家
都能好運旺旺來!非常感謝社友 Car 及夫人惠如在 2 月 3 日星期六特地
邀請本社社友及夫人參加毅銓公司年終尾牙宴，在此也祝 Car 旺年生
意興隆、財源廣進!!在此也要恭賀 PP.Andy 夫人瓊珠榮任千禧讀書會
會長，俗語說讀書是無形的財產，讀書勝走萬里路。再來要恭賀社友
Auto 新廠喬遷，在此也要祝福 Auto 喬遷誌喜 開張大吉，訂單川流不
息!!!
今天是農曆年前最後一次例會，天氣實在有夠冷，希望各位社友及
夫人要隨時注意添加衣物，保重身體。新的一年大家都能心想事成!
過年期間有南下旅遊記得找我~~

敬祝 大家旺年行大運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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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知貴社所推薦 2018-19 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劃之備取學
生準時參加國家分派，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周知。
說明：
一、參照財團法人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基金會(簡稱 RYEMT)通
知名額，本地區 RYE 委員會將於下列時地舉行 2018-2019 年度
派遣學生之國家分派，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 2》。
1.時間：2018 年 02 月 28 日(星期三) 15：00~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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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請貴社通知各推薦學生及家長詳閱《附件 1》2018-2019 年度
D3462 派遣學生選填志願國家注意事項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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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8-2019 年度 D3462 派遣學生選填志願國家注意事項
2. 程序表與地圖

2018-2019年度D3462派遣學生選填志願國家注意事項
礙於今年RYEMT的要求，各地區派遣學生名單必須在3月初提出給各國地區
作業，故原本安排在03月24日的派遣分發會被迫將提早到02月28日舉行。
以下說明務必請學生及家長們清楚，以免在02月28日當天選填國家時產生
誤解，造成自身權益受損。
今年分配的國家計有：
德國1名、法國4名、丹麥1名、立陶宛1名、比利時1名、美國2名、泰國1名、
日本1名、韓國1名、墨西哥2名、祕魯1名、巴西7名。
(一)、2018-2019年度派遣學生的年齡區間為(出發時的年齡)：
學生於2018年8月出發時須滿15.5歲，不可超過18.5歲，年齡計算器的網址
為：http://www.yeoresources.org/Pages/Age_Calculator.html 所計算出的年齡是
指到目前為止的年齡，必須加上到出發時(2018年8月)之日數才算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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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男性尚有兵役限制，必須在民國88年01月01日以後出生者方得申請：
(兵役年齡計算：例：民國107年減19歲等於88年次)於民國88年01月01日起
至12月31日止，一整年時間皆為19歲，以此類推，詳情請洽所屬區公所兵
役課。
(三)、其他有關年齡之相關規定：
美國：按美國國務院之規定，前往美國之學生必須在2000年2月15日以後至
2002年8月15日以前出生之學生方能申請且不接受高三畢業之學生，申請者
英文程度必須報考 TOFEL 並達430分以上，並檢附證明文件。
法國：不得超過 17 歲 5 個月、不接受素食學生、不接受醫療或肢體殘障
的學生、要能以法語溝通。部分法國扶輪地區將要求接待學生在法國文化
協會或其就讀高中，參加DELF 測驗(至少通過第 1 級測驗)。且必須購買
法國的AXA 保險，否則不會收到簽證文件。
丹麥：不得超過 18 歲 2 個月。
墨西哥及德國：未滿 18 歲的學生，簽證必須由父母雙方一起陪同簽證。
比利時、立陶宛、祕魯：不得超過18歲6個月。
以上條件請各派遣學生與家長，自行斟酌選擇符合條件的國家，以免喪失
學生自身的權益。
※成績公布時間：將於 2018 年 02 月 26 日公布成績，2 月 28 日於彰化藝術
高中依成績高低選擇自願國家派遣。
(二) 、主旨：函知貴社所推薦 2018-19 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劃之備取學
生準時參加 RYEMT 年會表演訓練，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周知。
說明：
一、 茲訂於下列時間地點舉行第一次年會表演訓練，請各扶輪社督促推
薦之學生“務必準時＂參加：
1.時間：2018 年 02 月 10 日(星期六) 09：00~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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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年會表演訓練日期&地圖如《附件》。
三、訓練當天請各派遣學生穿著輕便舒適衣服，勿穿著拖鞋與涼鞋。
4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四、若有任何疑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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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會表演訓練日期&地圖

WE 糾察報告
第 1037 次例會 2 月 1 日歡喜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廖欽炯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蔡秋明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莊榮華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
曾復興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黃國卿 500 元、周國昌 300 元、
陳益武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
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
黃志豊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邱志明 300 元、
蔡政憲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
共 9,7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37 次例會，2 月 1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48 位

3.出席率:80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38 次例會 2 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6:20 專題演講:心的思維，
新的突破 主講人:陳建安執行長。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永隆店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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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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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第 1041 次例會原 3 月 1 日變更 3 月 3 日(星期六) 節目:
5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霧峰社授證 35 周年慶典 下午 4 點茶會及趣味遊戲，註冊聯誼時間:
下午 5 點 30 分，下午 6 點典禮開始 地點:台中饗宴館
地址:南屯區益豐路四段 338 號 電話 04-23823320
五.第 1042 次例會原 3 月 15 日變更 3 月 18 日(星期日) 節目:3462 地區
第一屆地區年會 報到時間:上午 8 點 30 分~9 點 地點:台中葳格國際
會議中心 地址:台中市北屯區軍福 18 路 328 號
六.第 1043 次例會原 3 月 22 日變更 3 月 24 日(星期六) 節目:休閒活動
暨 3 月份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報到時間:上午 11 點用餐:11 點 30 分
地點:瑞居渡假飯店 地址:南投縣魚池鄉大雁村(巷)47-9 號
電話:049-2895589
講師簡介
現任：光智國際企業有限公司執行長。
經歷：成智國際公關顧問有限公司協裡、實踐家事事業集團協理、
永春不動產加盟總部教育訓練顧問、青輔會大學企業駐診生涯顧問師、
幸福莊園保養品執行長。
學習經歷：
1. 丹麥 TIME/SYSTEM 時間管理訓練。
2. 聯合國成功激勵大使 DAVID GOH 講師授證。
3. 羅傑.道生優勢談判授證課程。
4. MONEY & 國際授證。
5. 台灣冠冕理財有道課程。
6. 親密之旅-情感智慧與自我成長培訓課程。
講題:心的思維，新的突破
一、家庭心思維
1. 愛家的智慧存款
2. 和諧的家庭關係
3. 親密的家庭行動
二、事業心思維
1. 和諧關係，團隊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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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掌握關鍵，超越巔峰
3. 堅持到底，挑戰無限
三、社團心思維
1. 擴大社團的影響力
2. 成為更多祝福管道
3. 推動共好互助法則
節目預告:
一.4 月 21-22 日(星期六、日)授證暨春季旅遊、女賓夕慶生及家庭爐邊
活動
地點:高雄&墾丁 詳細資料後續會發文以下為住宿飯店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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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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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4/21(星期六)住宿飯店簡介
墾丁亞曼達會館，位於國境之南，最富熱帶氣息的墾丁南灣，飯店風格
以古帝國宮廷為設計主題，外觀充滿異國風情的城堡印象，以磚紅色砂
岩外牆展現了摩洛哥《紅城》之意。
充滿回教建築風格的雕花拱門，貫穿所有廊道，精緻手工打造的藝術傢
俱遍佈全館，鑲銀崁銅，展現了摩洛哥古老工藝之美，刻意放低的座椅
比例，讓您能體驗摩洛哥人那種輕鬆、慵懶的生活形態，瑰麗濃烈的室
內色彩，孔雀藍、石榴紅、寶石綠…等，呈現出濃郁的異國貴族氛圍，
點亮一盞又一盞的雕花銅燈，讓您能看清楚應接不暇的美麗驚艷，感受
皇宮般與眾不同的旅行體驗。

亞曼達會館

大廳

公共設施-SPA 池

親子戲水

房型眾多主題也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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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月報告

anuary 2018 in USA

Story Time! I＇m goin to tell you what happened about this month! So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January, I moved to my third host family, due
to my second host family they are moving! So I have to move to their
house earlier, even we stayed together for one month and five days, I
still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y gave me an wonderful time,
especially for the Christmas! I really had a great time with them!
Alright! After that, let＇s talk about the RYLA I had in this month!
This month, I went to Arizona Prescott for RYLA for four days with my
exchange students friends. The first day of the afternoon after I
finished school, then I got picked by the bus stop in circle k! on the
bus, I actually met my exchange students on there! Cuz we all live in
different places, so the bus just picked us up one by one! After we
get on the bus, it＇s about two hours drive from my living place
“Anthem＂ to Prescott, so I was talking with my friends on the bus
all the time! After we arrived Prescott! we grabbed our own packages
then got out the bus, and the first thing we did we did was we grabbed
out own nametag! Then we are assigned to our country group! So here is
how we assigned. So for each exchange student, if you are from which
country, then you will be that group! For example! I＇m from Taiwan,
so basically I＇ll be team Taiwan! Simple, isn＇t it? But what I what
expressed for this report is not telling you every single activities I
did! If I going to do that, that＇s gonna takes three days to talk
about it! And people we all don＇t have to much patients! People
don＇t like to read or do something which takes too much time. So I
9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will tell you about how I feel about RYLA, after I attended it, I felt
I become a more mature person! Take an example to talk about, during
these days, I had an activity which was the most impressed me! Its
called zip tight! Its basically you climb on a high place, then staff
members will make sure the safety feature is good, then what you need
to do is just jump out from the stage! It was so much fun to me! But
the girl who＇s next to me doesn＇t think that the right decision she
made in her life haha, I mean, she was struggling up there for thirty
minutes, she thought she can＇t do it! She thought she＇s goin to die
if she jump out from it! But! Thing is always what she thinks, every
seconds when she was standing on there! We gave her encouragement, we
didn＇t leave her alone! What we can do was just keep saying, “you
can do it! We have believe in you! As long as we be there for you!
There is nothing goin to beat you down!＂ after we keep saying that!
The moment she jumped, you have no idea how moving that was! She was
hugging us and talking with tears, she said, “without you guys
company with me, I will never make it up! Without you guys
encouragement, I will never have confidence to challenge myself! On
this thing, I learned something from it! Not just only from this one,
there are more others activities that we all have to work together on
it! But those things we did just like the challenges in our life! Like
you will never finished something which is super hard to you! So how
you can do it, the reason that we can reach out goals are because, you
are not alone, you have your friends, your family, you always getting
some motion from them, they are always be there for you! Give you
power, give you confidence! So the reason at first I said I feeling
that I＇m getting become a mature person is I can always learned lots
of things from the things I did with Rotary! I can always learn a lot
strength from them to improve my weakness, so that＇s why we joined
exchange program! The most import we get is not about which country we
go for exchange! Its about the people we＇re meeting! Its all about
the process that are you diving in this culture, about if you are
enjoying everything you＇re doing right now. Hold the chances, hold
the faith, I encourage you to become an exchange student, then you
will know! How＇s feels like what I＇m talking about! THANK YOU. R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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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故事的時間！我要告訴你這個月發生了什麼事！所以在一月初，我搬到
了我的第三個寄宿家庭，由於我的第二個寄宿家庭，他們正在搬家！所以
我得早點搬到他們家，即使我們在一起呆了一個月零五天，我仍然很欣賞
他們給了我一個美好的時光，特別是聖誕節！我真的和他們玩得很開心好
的！之後，我們來談談本月的 RYLA！這個月，我和我的交換學生朋友去了
亞利桑那州普雷斯科特 RYLA 四天。我上完學校後的第一天下午，我在 k 圈
的公車站被選中了！在巴士上，我真的遇到了我那裡的交換學生！因為我
們都住在不同的地方，所以巴士一個接一個地接我們！我們上了公共汽車
後，從我的生活場所“國歌＂開車到普雷斯科特大約兩個小時，所以我一
直在公交車上和朋友們交談！我們到了普雷斯科特之後！我們抓起我們自
己的包裹，然後下車，我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自己的名牌！然後我們
被分配到我們的國家組！所以這是我們如何分配。所以對於每個交換生來
說，如果你來自哪個國家，那麼你就是那個組合！例如！我來自台灣，所
以基本上我會成為台灣隊的！簡單，不是嗎？但是，我對這份報告所表達
的意見並不是告訴你我做過的每一件事情！如果我要這樣做，那要花三天
的時間來談論它！而我們所有人都不需要太多的病人！人們不喜歡閱讀或
做一些花費太多時間的事情。所以我會告訴你我對 RYLA 的感覺，在我參加
之後，我覺得我成了一個更成熟的人！舉個例子來談談，在這些日子裡，
我有一個活動讓我印象最深刻！它被稱為拉鍊！它基本上是爬到高處，然
後工作人員會確保安全性好，那麼你需要做的就是跳出舞台！對我來說太
有趣了！但是我旁邊的女孩並不認為她做出了正確的決定，哈哈，我是說，
她在那裡掙扎了三十分鐘，她認為她做不到！她認為如果她跳出來，她會
死的！但！事情總是在想什麼，每當她站在那裡的時候！我們給了她鼓勵，
我們沒有離開她一個人！我們能做的就是不斷說“你能做到！我們相信你！
只要我們在你身邊！沒有什麼可以打倒你的！“我們一直這麼說！她跳起
來的那一刻，你不知道這是多麼的動人！她抱著我們說著流淚，她說：
“沒有你們和我在一起，我永遠不會 THANK YOU. R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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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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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活動照片照片

頒贈感謝狀

參加 RYLA 領袖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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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黃韋豪月報告
派遣社 地區 : 3462 社名 : 大里國光
接待社 地區 : 4110 社名 : Colatina Sao Silvano 國家 : 巴西
接待家庭 第 1 家庭 居住地址 : R. Alexandre Calmom, 270 - Centro,
Colatina
本次報告參加扶輪聚會次數與內容說明
當地一月是一個充滿活動的月份 所以一月並沒有任何關於扶輪社的活動
在當地的日常活動說明
來到巴西已經經過 5 個月的時間了 為了迎接新的一年 我來到了 Pontal(一個
在海邊的城鎮) 我是在 12 月 29 號到達的 到達時已經是晚上了 剛好趕上烤肉
的時間 食用烤肉補充完體力之後就與朋友們聊天 當天晚上就進行了第一次的
派對 接下來好幾天的晚上都是派對時間 透過派對與巴西的熱情 我認識了許
多新朋友 不過歡樂的時光總是過得別快 就在我玩到最嗨的時候發現時間似乎
已經流逝了不少 接下來又快要開學了 我也準備換到下一個家庭了 新的一年
我想會有新的挑戰與更有趣的活動在等著我
目前遇到的困難與挑戰/給委員會的建議
本月與顧問見面次數

無

16

無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17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208

扶輪思索第 103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家庭領袖從小培養。
依2003-04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獎PresidentialCitation規定，每個地區總
監及扶輪社都必須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Family of Rotary Committee，
才能競逐。這項計劃旨在鼓勵扶輪社及地區多邀請社員配偶、小孩，還有
已故社員的配偶參加扶輪活動，並在危難之際對社員及家人伸出援手。
讓扶輪社更有家的感覺，不僅可以留住優秀社員，吸引新社員，國際扶輪
前社長馬奇約伯說還能「凝聚全球扶輪社員成為共同體的情感」。
國際扶輪期盼各扶輪社委員會設計以家庭為中心的計劃及活動外，還希望
能促成他們共同合作，進行扶輪地區規模的社區服務計劃，參與成員將包
括扶輪社員及家人。密西根伊斯藍辛(East Lansing)扶輪社瑞曼說：「看
看進行的如何，我們也在考慮籌組一個可以讓家中帶更多成員一起參與的
國際計劃。」
扶輪家庭可以共同參與的機會本來就不少，只需要簡單的一步：善加利用。
例如，曼瑞兒子柏克和同學在去年10月參加聯合國兒童基金會(UNICEF)不
給糖就搗蛋(Trick-or-Treat)活動，為根除小兒痲痺募款募得了1200美元。
她說：我們扶輪社並不引導指揮他們，而是我們知道訊息後，邀請孩子到
我們會議上討論。
將來，我們可能協助當地學校加入，為有需要的活動來募款。」瑞曼相信
帶有強烈服務性質的活動最能吸引扶輪社員家庭參與，她說：「有小孩的
家庭尤其許多選擇可以做『有趣』的事，可是如果家長說：『嘿，這活動
對我小孩來說也可以是一個真正學習的經驗』的話，那麼他們就更有可能
加入扶輪。如果他們體認到加入扶輪能為家裏帶來一些收獲，而不是遠離
家庭忙碌不休，那麼他們就會想參與。」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十分重視家庭。他在2003-04年度的社長獎計劃中，
要求每個扶輪社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的目的在擬定能夠
支持扶輪社員、社員眷屬、及扶輪整個大家庭的扶輪計劃與活動。由72個
委員組成的扶輪家庭特別工作小組(Family of Rotary Task Force)，隨時
樂意協助扶輪社與地區推行這項工作。而這個特別工作小組的總協調是人
艾夫斯(H. William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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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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