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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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三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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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8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葉仲任 Jamei
專題演講: 細胞決定論
主講人: 李惠華 老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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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惠華老師及來參加本社例會的貴賓、扶青團地區副
主委 Wasabi、地區代表陳彥霖、2018-2019 代表宏明、社長當選人
Injection、IPP.Net、秘書 Michael、辛苦的司儀 Jamei、各位 PP.、
社友及夫人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很榮幸邀請李惠華老師蒞臨本社做精闢演講，首先要感謝
Dragon 夫人詠琪推薦，去年就開始安排今天終於能邀請李惠華老師。
今天的講題:細胞決定論，相信今天在場聆聽的社友、夫人、來賓一定
能在李老師專精的演說裡得到滿滿收穫;也感謝李老師今天帶來九位粉
絲蒞臨本社參與精彩講座!!!
很榮幸例會中地區扶青團副主委 Wasabi 及今年度地區扶青團代表彥霖
及明年度地區代表宏明能蒞臨本社參與例會專題講座，在此也要感謝
副主委地區今年代表、明年度代表能積極為今年扶青團全國年會不辭
辛勞到地區各社募款為全國年會籌募經費，也希望今天在座各位社友、
夫人、來賓能全力支持最優質的 3462 地區扶青團團隊，給予最大的捐
款鼓勵。
2 月 28 日地區扶輪愛跑馬拉松接力賽及啦啦隊活動，非常感謝本社
社友及夫人全力支持，清晨 4 點起床趕赴會場參與盛會，成績表現優
異、精神可嘉，在此特別致上最誠摯敬意!!2 月 27 日社友陳益武 Mike
榮任警察站長、3 月 3 日參加分區霧峰社授證 35 週年紀念慶典暨台中
市第 1-4 分區聯合例會、3 月 5 日參加市大里高中升旗典禮頒贈 228
扶輪愛跑第八名獎金及獎牌給參賽學生;是日上午參加年會高爾夫球賽
餐敘。
最近日夜溫差大，希望各位社友及夫人早晚注意添加衣服，以免著
涼好好保護自己身體健康，最後以此段話與大家分享「付出才會傑出」
一個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價值，不在他/她「擁有」什麼，乃在於為別人
「付出」了什麼?「感動就一定會改變」做別人生命中的貴人，讓他們
的日子因為有你/妳而變得更美好，以此共勉之~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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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DLS』及地區年會『扶輪改善世界
成果分享』分組討論會議，變更地點，如說明，即請查照周知。
說

明：

一、查『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DLS』及地區年會『扶輪改善世界成果
分享』分組討論會議，原定葳格高中舉行，因與該校園遊會時
間衝突，故變更如下：
舉辦地點 : 台中逢甲大學 忠勤樓 三樓
時

間 : 107 年 3 月 17 日（星期六）13:30 起 -16:35

地

址：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二、即請各社核轉各相關社友知照。地區訓練會議
(二) 、主 旨：通知 2020-2021 年度 3462 地區總監提名人為葉惟堯 Bed（南
投扶輪社），惠請查照週知。
說

明：

一、依據國際扶輪細則第 14.020.6「通知提名」規範暨 2018 年 02
月 25 日 2020-2021 年度 3462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決議案辦理。
二、公佈 2020-2021 年度 3462 地區總監提名人
名：葉惟堯

扶輪名：Bed

所屬扶輪社：南投扶輪社

三、有異議者得依據國際扶輪細則：「14.020.8.挑戰候選人」之規
訂提出，（請詳參閱 2016 年版程序手冊 P53 內文）。
四、提出挑戰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8 年 3 月 12 日（星期一）（含）
止，逾期無效。
(三) 、主 旨：檢送 2018-19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暨地區訓練研習會行
程表，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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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依 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於 2018 年 1 月 31
日召開第一次工作會報決議。
二、2018-19 年度各項訓練研習會行程表及主辦扶輪社如附件
三、2018-19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日程如附件
附件：一、2018-19 年度各項訓練研習會行程表
二、2018-19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日程表

(四) 、主 旨：召開 2017-18 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八次全會，如附件及說
明，惠請查照轉知。說

明：

2017-18 年度地區年會委員會第八全會，時間：2018 年 03 月 10 日星期六
下午 02：00 開會

下午 04：00 散會

地點：麗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69 號聯絡人：張瑞鄉 Grace

手機：0912-945599

(五) 、主 旨：請通知貴社 2017-18 年度外籍接待學生準時參加 RYEMT 年會
表演訓練，即請查照周知。 說明：
一、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國際青少年交換計劃，謹祝貴社社運昌隆，
社友及寶眷萬事如意。
二、請通知所屬社有參加國樂訓練的接待學生準時參加訓練，所有學生
不准請假，除非有特殊情況，請需於 1 週前請假由社發公文到 RYE
辦事處並附上證明。
三、請接待社幫忙有參加國樂訓練的外籍交換學生向學校請假，若無參
加訓練的接待學生仍務必到學校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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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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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附件：年會表演訓練日期
(六) 、主 旨：請通知貴社所推薦2018-19年度派遣學生準時參加年會表演
訓練，即請查照周知。
附 件：年會表演訓練日期&地圖
說 明：
一、 請通知貴社派遣學生參加年會表演訓練，所有學生不准請假，除非有
特殊情況，請需於2週前請假由社發公文到RYE辦事處並附上證明，各次訓
練日期&地圖如《附件》。
二、 訓練當天請各派遣學生穿著輕便舒適衣服，請勿穿著拖鞋與涼鞋。
三、 若有任何疑問，請以E-mail聯絡地區RYE委員會秘書Maíz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七) 主旨：函知外籍學生文化探之旅 3-阿里山之旅，如附件及說明，即請
查照轉知。
說明：
一.本地區 RYE 委員會於 2018 年 04 月 13 日(星期五)~04 月 14 日(星期六)舉
辦 Inbound 學生文化之旅 3‐阿里山之旅，為確定參加人數與訂房作業之處理，
請貴社在確認學生的參加意願後(為自由報名)，由接待社或輔導顧問於 2018
年 03 月 16 日(星期五)前將本次所代收之文化之旅費用(NT$4,500)匯款至地
區 RYE 專款帳戶，並同時 E-mail 回傳掃描之匯款單據(註明學生姓名)供地
區 RYE 辦事處核對，方完成註冊報名，逾時不候，已完成報名繳費者名單
如附件。
二、若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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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38 次例會，2 月 8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45 位

3.出席率:73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42 次例會 3 月 8 日(星期四)專題演講:細胞決定論 主講人:
李惠華老師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會後召開 3 月份理事會
五.第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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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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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山高中營養團膳監委。
學習經歷：
1. YAMAHA 講師。
2. Technics teacher Club 評審。
3. 惠群管弦樂團負責人。
4. Total Swiss 健康講座主講人。
5. 英國皇家音樂聯合委員會評委。
講題: 細胞決定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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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人房$5800 / 4 人房$7200 /6 人房$8200 /3 人房再另外加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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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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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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月報告

ebruary in USA

Skiing! My first time skiing in Arizona. This month, I went to
Flagstaff with my host family and my exchange friend “Noah＂ who＇s
from Sweden. I｀ve been not seeing snow for 3 years! Last time I
went to Hehuan mountain with my family, but we never ski up there!
But, this month, my host family took my host brother, my friend and
me, we head in to flagstaff to experience this wonderful this
awesome activity. Anyway, here is how story move on, we gathered on
Friday night and we wait for my friend came over our house and spent
one night with us. Saturday, we woke up at 5:00 and get some prepare,
then we head out at 5:30, before we got on the highway, we were
stopping at a bagel shop picked up some bagels for breakfast. It
took us about 1 and half hour to get on Flagstaff, on the way we
passed by, as we getting closer, you can see it was having more and
more snow besides mountains on us both side! And it makes me so
intense, cuz you know! after3 years not been seeing snow! That＇s
really makes me crazy haha! As we got there, we rented the skiing
stuff at the snowhouse under the mountain! After that, sure I did
tried how to control myself, like how to braking, how to turn left
or right! Funny is! At the beginning I was holding my friend＇s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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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t suddenly he lose my hand, and I was so scared that I can＇t
control myself, so I hit a group of people! Then I ran into whole
bunch of snow haha! After 6 hours practicing! I finally can kind of
hold my direction! Even I still fall down the ground couple times,
but it＇s already much better than the first time I did! You know,
recently we have winter Olympics you can see on TV, I saw many
participants who did like snowboard, skiing. Seems like really easy
to do what they＇re doin! But we will never know how much effort
they put in themselves. After we skied! Then my host family said
we＇re goin to ski again next weekend! I love my host family,
because of them I can have such as awesome experience in United
state!
是雪!
還記得上一次看到雪的時候是 3 年前的事了吧!
3 年前我和家人們
一起到合歡山上看雪! 那時候在山上堆雪人煮著泡麵 喝著熱湯暖! 那時候真
的非常的興奮! 那時候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雪真的非常的興奮! 但今年, 我和
我的轟哥 轟爸, 還有我的一位來自瑞典的朋友我們到了亞利桑那北部的
flagstaff 滑雪!在滑雪的當天我們需要 5 點起床 , 5 點半發! 需要開大概 1
個小時半的車才抵達滑雪場! 到了那邊我們先在車上換裝! 因為外面真的很
冷! 但我覺得很無奈的是! 由於我們的防寒裝備都放在後車廂! 所以我們需要
冒著生命危險下車哈哈! 換完裝備之後,我們到了山下的雪屋裡租借滑雪裝備!
在美國體驗到了第一次滑雪, 但我要先給大家一個忠告! 沒有學過滑雪的人絕
對要有人陪在身旁教你哈哈! 我第一次滑雪時時!我因為控制不住自己的速度
還有平衡! 結果就直接衝去撞人群然後還摔到雪堆裡跌個狗吃屎哈哈! 結果轟
爸竟然還把我摔倒的影片錄下來哈哈~每一次回去重播影還是很好笑! 但
是! 人家說一回生
二回熟 不到 1 個小時的時間.我就學會了如何煞車以及
左右轉彎,但當大家跟我說 " 好的 Gary! 現在我們要讓你從這個山坡上溜到
下面的終點去!
祝你好運" 我還來不及反應 ,轟爸一把從後面推我的背, 我
整個嚇到想得到的髒話都飆出來了哈哈,當然啦! 被嚇到當然什麼事情都控制
不好 ,結果又摔了一次!但這次我是以劈腿的姿勢往下滑胯下整個 180 度打開
哈哈.後來他們從上面溜下來問我有沒有受傷!我雙手扶著我的胯下然後用快哭
的眼神看他們!們!後來他們笑著跟我說對不起哈哈哈太冷血了吧他們呵呵, 後
來我們反覆搭著纜車重複的從山上滑下來 反覆從來的練習! 終於我終於能往
中等的滑雪者等級更進一步!雖然還是會摔個一兩次! 但我覺得自己已經可以
控制得很好了經過了 6 個小時的練習終於練出了一點成果! 能慢慢地加快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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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速度! 然後也能用很快的速度轉彎! 覺得自己好像專業的一樣哈哈! 在我來
滑雪之前! 想必大家都有看過像是冬季的奧運 ,那些溜雪的選手,當我們在電
視上看到他們在舞台上表演的多采多姿!看似簡單! 但我們都沒有想過在他們
的背後!他們是經過了多少的汗水,多少的努力在付出,所以我要說自己是專業
的還有一大段距離呢呵呵.最後!我要在我的人生清單上面！將滑雪的那一個框
個打一個勾勾！代表我達成了滑雪的體驗哈哈！謝謝我的轟家帶我去體驗這麼
難得的經驗！但我的轟家跟我說！到了下個禮拜！我們要再去滑雪一次哈哈.
到了下次! 我敢保證我對滑雪的感覺會更進一步步!而且下個禮拜除了要跟轟
家滑雪之外,轟哥也邀請了他學校的朋友們跟我們一起出遊! 我等不及要跟他
們在滑一次雪了!!

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黃韋豪月報告
發布日期 : 27.02.18

紀錄日期 : 29.01.18～27.0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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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家庭本次報告
參加扶輪聚會次數與內容說明
1 次 例會
在當地的日常活動說明
在巴西 2 月最有趣的就是嘉年華 嘉年華的時候地區有替我們安排活動 所以
那個周末所有的交換生和接待的委員們都變裝參加嘉年華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
體驗 每一個團體都發揮創意 製作出最好看花車還有服裝 搭配上舞蹈 將自己
要表達的主題用表演傳達給觀眾 整個嘉年華的場地都沉浸在歡樂的氣氛中
2 月同時也是學校開學的時間 因為學校老師上課的時候我沒有辦法理解老師
所述說的內容 所以我自己到書局購買了一本小說 利用小說來增加自己的單字
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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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吳崇愷月報告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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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月是來巴西最期待的一個月，因為這是為期一個月的大旅行，其
中我們會沿著巴西的東北海岸線玩回聖保羅，一切都感覺會是夢一般的旅
行，因此我帶著期待的心情收拾行囊出發......
在這一個月當中，每天必有的行程就是海灘，也是這個旅行的重
點，並且其中也有在海灘上騎馬，這是對我來說讓我記憶最深刻的之一，
和體驗各種水上的活動及坐在沙灘手捧著椰子享受迎面而來的徐徐微風，
難道這就是大家最熟悉的巴西慢步調嗎！
當中的里約熱內盧更是這個旅行壓軸，當中我們去了麵包山還有基督
像，我實在不敢相信我居然到了一個只有地理課本才有的地標，實際上基
督像真的和課本上的一樣雄偉，麵包山也是相當的畸形。在這個旅行中交
到了很多來自各國的新朋友，認識了他們以後，在巴西也更多人可以互相
照應，也可以互相切磋練習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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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活動照片

2/8 專題演講

2/24 新春團拜

2/24 新春團拜暨 2 月份女賓夕及家庭爐邊活動

2/27MIKE 榮任萬豐警察站長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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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8 地區扶輪愛跑馬拉松接力賽及啦啦隊活動

3/5 大里高中頒贈地區扶輪愛跑馬拉松接力賽獎金及獎牌

3/8 台中市第 1-4 分區聯合植樹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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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04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始於一種渴望—渴望著友誼（It Came of A Longing—
Longing for Fellowship）。
在九十多年前，一位來自新英格蘭鄉下的律師—我們扶輪的創始者( Founder of
Rotary 1868~1947 ) 保羅．哈里斯。那時他剛來到一個工業蓬勃發展、人口急
速增加，而又是勞工風潮暴風中心的「風城」—芝加哥。初期，他生活在如此喧
囂的大都會中不知如何調適。城市緊張生活的步調對長期生活在與老朋友親切招
呼而又綠野一片的新英格蘭山谷的他來說，是如此的快速緊張與不適應。儘管這
兒人際間交往得是那麼頻繁，然而他總覺得內心深處是如此的寂寞。
尤其是星期日及假期更是他憂鬱的日子。其中又以悠長的星期日下午更讓他感覺
到無望的孤獨。公園的漫步也無法排遣他鬱結的情緒，即使最好的樂隊所演奏的
音樂也無法消除他心中的抑鬱。所想的儘都是他童年的回憶—那個橫跨歐德溪
(Otter Creek)橋旁他常游泳的深潭與許多值得他回憶的地方。默唸著愛默生話
的他不覺得的感嘆道:「到處都是人，但卻找不到朋友。」在芝加哥雖然認識了
許多人，但對初到的他來說，不要說一千位就連一位真正的朋友都沒有。
同時他也相信他所經歷的困難，和那些由田間及小村莊遷來芝加哥謀生的人們所
遭遇的一樣。他們一定和他一樣渴望著友情。他常想為什麼不把他們聚在一起，
大夥兒對友情的渴望一定會讓他們有番作為。
直到有一晚，保羅．哈里斯到他職業上朋友郊外的家去做客。飯後與他的朋友在
鄰近散步。經過許多店鋪時，他的朋友和各種不同職業的人，彼此叫著名字打招
呼與寒喧。這番情景讓保羅．哈里斯覺得像極了老家新英格蘭他長久渴望的那份
充滿著濃郁溫馨的友誼。因而，促使他決定在芝加哥邀請各種不同行業中的一位
人士來共同組成一種聯誼的組織—彼此不受政治或宗教思想的約束，相互尊重、
彼此照顧幫忙。他認為如此不就可以克服人類心靈上的大敵人—“孤獨＂，那種
疏離感嗎?
保羅．哈里斯把他這個決定放在內心裡，並且獨自細細思考了數年。而於1905年
2月23日邀約了煤商Silvester Schiele 礦冶工程師Gustavus Loehr和成衣商
Hiran Shorey三位年青人，於北迪爾本街127號聯合大廈711室(Loehr的辨公室)
來聚會。並提出他家鄉所熟知的一套簡單互相合作及毫無拘束聯誼的辦法。他們
也都同意了以這種定期聚會來聯絡友誼，並擴大事業和專業上相識的構想。在他
們第三次聚會時，由於大家輪流在彼此辦公處及營業處所來開會的關係。因此，
把這個初生的社團取了個很貼切的名字，叫做「扶輪」(Rotary)。社員則稱為
「扶輪社員」(Rotarian)。所以，我們扶輪運動可說始於保羅．哈里斯內心裡長
久的一種渴望—渴望著老家新英格蘭山谷那份充滿著濃郁而化不開溫馨的友誼。
始於一種渴望—渴望著友誼It Came of A Longing —Longing for Fellowshi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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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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