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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52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25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六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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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71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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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7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王國瑋 DAVID
專題演講: 如何維護人、車的安全
主講人: 謝文苑 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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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文苑教官、社長當選人 Injection、IPP.Net、秘
書 Michael、司儀 David、各位貴賓、各位 PP.、社友、夫人、博士生
蔡佩儒大家好，大家晚安。
年度接近尾聲，學校畢業典禮也陸續舉行，相信大家也感觸到天下
沒有不散的宴席，離別是為了走更長遠的路，在此也祝所有學校畢業
同學:鵬程萬里，迎接美好的未來。
今天非常榮幸應請到謝文苑教官蒞臨本社最後一次邀請外賓來專題
演講，好戲看壓軸謝教官，相信大家不陌生在電視上常常看到的專業
講座，今天難得看到他本尊。謝教官在＂安全＂方面，尤其有探鎖專
家稱號，無論任何鎖都難不倒他。現在交通工具發達常常看到路上人、
車危險現象環生，不知如何行駛才安全? 今天特別邀請“安全＂、
“開鎖＂專家本人蒞臨社裡為全體社友及夫人做最精湛的演說。相信
謝教官的銘言:＂不怕你賺得少，只怕你走得早＂ ，精彩不斷的演說
中一定能帶給大家滿滿收穫!!
5 月 20 日金蘭社:台北市南海社 26 週年社慶，社友及夫人撥空出席
參與，本社做一次非常圓滿成功的金蘭聯誼，感謝大家對社的付出奉
獻。5 月 26 日感謝全體社友與夫人參與分區八社聯合感恩晚會；6 月
2 日本社輔導草悟道社又生了二個子社，非常高興本社又升格了，相
信未來國光社一定能更壯大，子孫滿堂和樂融融。
6 月 15 日本社舉行 21 屆感恩晚會，誠摯邀請各位社友、夫人、寶
眷踴躍出席，共聚一堂感恩有大家，有大家真好!
6 月 21 日最後一次例會社友時間，6 月 30 日本社 21、22 屆新舊任
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希望大家能踴躍出席一同見證國光社優良傳
承輝煌一頁，謝謝大家!!!
近來天氣炎熱請大家記得多喝水保持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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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扶輪青年服務團地區領
導人訓練會議(RLDTM)」，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參照2017 RCP國際扶輪彙編第41.040章節規範(p.257-258)及562en扶輪
青年服務團手冊相關條文辦理。
二、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扶輪青年服務團地區領導人訓練會議
(RLDTM)
（一）時間:107年6月16日(星期六)中午12時50分至下午6時10分。
（二）地點:逢甲大學-學思樓2F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407西屯區文華路100號
（三）出席人員： 1.2018-19年度
(1)助理總監
(2)地區扶青團委員會主委及相關委員會主委
(3)各社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或青少年服務委員會主委
(4)各扶青團輔導社社長、秘書與輔導主委
(5)扶青團地區代表
(6)各扶青團團長、理事暨委員會主委
2.2018-19年度地區團隊(如上頁副本)
(四) 分攤費用: 地區扶青團各輔導社每社新台幣3,000元。
請於2018年6月15日(五)前，以匯款方式或即期支票至下列帳戶: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銀行代號：803)

銀行帳號:034-10-0030623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郵寄地址:407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1段209號
連絡電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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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請於6月1日(五)前填妥出席回條，E-Mail至2018-19年度總監辦公室
籌備處，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四、聯絡單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 -mail : d3462y1819@gmail.com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附
件：一、議程表
二、出席回函報名表
三、逢甲大學國際會議廳位置圖
四、逢甲大學停車證(請自行印製)

(二)、主旨：敬邀 貴社 17-18 年度與 18-19 年度外籍接待學生與長期派遣
學生參加結業式暨歡送會，函請查照。
說明：
一、茲訂於 2018 年 06 月 10 日(星期日)辦理外籍接待學生與派遣學生結業
式暨歡送會，請貴社通知各外籍接待學生派遣學生與各派遣接待家庭參加，
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
二、請預定參加者務必於 05 月 31 日(四)前上網填寫參加回條(網址：
https://goo.gl/forms/c0MZlmD6f2Idyfli1)，外籍接待學生與派遣學生
不收費，家長參加者請繳交 NT$500/人，請事先預備好“整數現金＂繳交，
現場恕不找零。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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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主旨：本地區將於 6 月 4 日~6 月 10 日舉辦接待學生七天六夜環島
旅遊，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交換學生準時報到並注意安全。
說明：
一、 茲附上今年度接待學生七天六夜的環島旅遊行程表，如《附件
一》；請各接待社務必協助交換學生辦理請假事宜，也請各接
待家庭準時將學生接送至指定集合地點，函請查照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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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時間：06 月 04 日(星期一）上午 7:00，逾時不候。
※集合地點：哈漁碼頭(地址：台中市南屯區環中路四段二號)
●解散時間：06 月 10 日（星期日）晚上 21:30
●解散地點：菊園婚宴會館(地址：台中市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二、 參加活動前，請貴社 RYE 輔導顧問告誡外籍學生需遵守 RYE 各
項規則與參與本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學生若違反規定將直接取消
本次活動後續參加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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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51 次例會，5 月 26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 40 位

3.出席率:66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52 次例會 6 月 7 日(星期四) 專題演講:如何維護人、車安全
主講人:謝文苑教官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是日召開 6 月份理事會
二.第 1053 次例會原 6 月 14 日變更為 6 月 15 日(星期五)
節目:感恩之夜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三.第 1054 次例會 6 月 21 日(星期四)節目:社友時間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四.第 1055 次例會原 6 月 28 日變更為 6 月 30 日(星期六)
節目:第 21、22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
雞尾酒會時間:下午 4:30
註冊聯誼時間:下午 5:30
交接典禮開始:晚上 6 點整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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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簡介
專題演講講題：如何維護人、車安全
學歷：臺灣警察專科學校 110 期畢業
中央警察大學 60 期畢業
經歷：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肅竊隊警正偵查員。
中央警察大學行政、刑事系外聘教官。
國家安全局、陸軍反情報總隊、憲兵夜鷹突擊隊、
內政部消防署開鎖教官。
外交部指派赴阿拉伯聯合大公國警政署教導阿拉伯警察肅竊、
攻堅開鎖課程教官……………。
曾於台北地方法院 10 秒開啟懸賞 100 萬的汽車防盜鎖。
現任：中華民國汽機車防竊協會執行長
演講摘要：
不怕賺的少，只怕走的早，任何事安全擺第一，
對於安全要講究，不能將就，這場演講能讓社友
了解危機的類型與防處之道，確保出入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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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607

2017-18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月報告

May in USA

You know what? I don't have too many things to say this month,
got out from school since
15th of May, and I started to buy
gifts for bringing back home to my family, friends. And this 25th
to 29th in May, I am going to Mexico again! How excited is that
but at the beginning, I didn't get invited t go, so I went to ask
the sponsor of the trip to see if I can have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rip, and the answer is "YES", so I'm pretty excited. One
day of this month, I hung out with my first host family, we went
out for dinner, and we came home then played some board game, I
always enjoy every time I am with them, and I always enjoy
about sharing everything with
them, that day after we hung
out, my host mom went to sleep early, then my host dad and I
went to park walked dog, while we were walking, I told my host
dad , I say "Sometimes I think of these questions about being an
exchange student, like I always asking myself am I became more
independent? Am I became more mature? Is my English became
better? Am I ready to bring America culture back to share with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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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family and friends? Sometimes when I think of these, it makes
me down, you know, sometimes I just wish so much that I can
restart this whole year again, I feel like there are so many
things I haven't done yet.". And my host dad told me "Well,
sometimes you can't change things when it already happened, what
all you can do is fulfill confidence yourself and moving on! At
that moment I realized "Sometimes you can be really depressed
that you bring up these many negative things, but, what can you
do about it? Right? All you can do is be faithful, and never give
up each chance that you're gonna face.
你知道嗎？我本月沒有太多要說的話，自 5 月 15 日起離開學校，我開始購
買禮物帶回給家人及朋友。而今年 5 月 25 日至 29 日，我又要去墨西哥了！
這有多令人興奮，但在一開始，我沒有被邀請去，所以我去問旅行的贊助
人，看看我是否有機會參加這次旅行，答案是“是＂，所以我很興奮。這
個月的一天，我和我的第一個寄宿家庭一起出去玩，我們出去吃晚餐，然
後回到家，然後玩了一些棋盤遊戲，每次和他們在一起時我總是很享受，
我總是喜歡與他們分享一切，當我們外出後，我的轟媽早早去睡覺，然後
我的轟爸和我去公園散步遛狗，當我們走路的時候，我告訴了我的轟爸說：
“有時候我會想到這些關於一個交換生，就像我總是問自己我變得更加獨
立了嗎？我變得更成熟了嗎？我的英語變得更好了嗎？我準備好把美國文
化帶回家與我的家人和朋友分享嗎？有時當我想到這些時，它讓我失望，
你知道，有時我只是希望這麼多，我可以重新開始整整一年，我覺得還有
很多事情我還沒有完成。“我的轟爸告訴我：“有時候，當事情已經發生
時，你不能改變，你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完成自信並繼續前進！那一刻，我
意識到＂有時候你可能會非常沮喪，這些消極的東西，但是，你能做些什
麼呢？對？你所能做的就是忠實，永不放棄你將要面對的每一次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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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照片&活動照片

5/17 余文輝-品酒文化和社交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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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參加台北南海社 26 週年社慶

5/26 台中市 1-4 分區八社感恩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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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08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職業服務活動Vocational Service
Activities。
各扶輪社應在自己例會時安排介紹其他國家的文化、經濟和地理環境等節
目，並鼓勵社區其他團體舉辦類似活動。此類節目之目的在於協助克服因
大量勞工遷徙，所引起的語言隔閡與文化和社會背景之差異等困難。各扶
輪社應考慮採取必要步驟，以發起或支持當地人民成立「公民諮詢處」，
其目的在於協助初抵本社區之外地人，使他們能夠適應新環境。
隨時留意政府有關勞工政策之制訂，由於政府對於政策之制定，係依據各
職業公會之領袖與勞工領袖商談與協議之結果而定，許多扶輪社員在職業
公會中擔任重要角色，可透過其影響力協助有關政策之制訂。
理事會鼓勵扶輪社與社區內的工商協會聯絡以探尋服務的機會，並且在適
當的時間辦理服務計劃，若雇員訓練、退休後服務機會、功能性識字、工
作場所濫用毒品之預防與治療計劃、就業諮商及職業表揚計劃。職業服務
的範圍僅受到扶輪社及社員想像力及才能的限制。因為扶輪社員在扶輪社
中是依據他們的職業予以分類，職業服務是實施扶輪計劃的最重要因素，
它的影響在四大服務之其他項目中可體驗到。
國際扶輪理事會呼籲各扶輪社就是否應預防因職業服務活動所引起的損害
賠償，向法律與保險專家徵詢意見，包括是否應購買保險或採取其他適當
的風險管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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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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