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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58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3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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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9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王國瑋 DAVID 

節目:  2018-19 年度交換學生行前報告& 

頒贈年度經費&新社友-蔡慶堂 MONEY 

職業分享 

社長：黃國卿  社長當選人：何應欽   秘書：林毅勳  會計：陳鴻文     糾察：邱仕銅 

2018-19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何應欽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黃國卿、鐘錦坤、林毅勳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節目主委: 林文耀

李國文、張煥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蔡秋明  出席主委: 葉仲任

曾復興、何應欽、黃文隆 扶輪基金主委: 曾復興  聯誼主委: 周國昌

陳鴻文、劉憲隆、黃志豊 公共關係主委: 黃志豊                   社刊主委: 廖嘉彥

陳威岳、鄭宇宏、林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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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INJECTION 社長的話 

 

   IPP. 各位 PP.、秘書、社友、夫人及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上星期 DGE maclin 分享這最低的水果摘了之後，個人感觸良

多，我認為不論這水果長在果樹下或果樹中或果樹頂，只要用專

業的感情用心栽培，吃到的水果都是一樣甜美的，就如同我們所

有的社友，雖各經營各種不同行業別，但在各業別的都是佼佼者 

，賺錢賺到滿山坑。 

今天是我們 2018-19 年度 Outbound 小扶輪:社友陳信宏 FANDI 千

金陳欣妤即將前往秘魯 4455 地區、社友王國瑋 DAVID 大公子王勇

皓即將前往巴西 4500 地區、社友呂榮文 RATCHET 大公子呂維哲即

將前往巴西 4430 地區。要去交換國家前的心情分享，這三位都是

我們國光社優質的小扶輪，相信在這交換一年內，會將大里國光

社優良 RYE 傳統，延續到各交換國家的扶輪社，必會為我們這善

良國家-台灣來發光發熱。祝三位小扶輪今年內學習愉悅，明年飽

學歸國， 

而這個月 28 日，是女賓夕慶生活動，且是所有的社友的小扶輪暑

假期間，盼我們社友及夫人及小扶輪們，能舉家來后里星月大地，

除餐敘外，那裡有很漂亮的 View 能欣賞夜景外，喝杯清涼茶飲，

聆賞優美的歌手演唱，也是夏日裡另類的享受了。 

下個月 8月 5日，是父親節的前夕，特在埔里鱺魚潭的花月養生

廚房，為我們每位辛苦的社友，做一個父親節的慶祝，在此恭請

各位夫人及小扶輪，要來為老公、爸爸說 Happy 噢！  
 
祝今晚與會的社友、夫人及小扶輪   心想事成  健康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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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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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 

      (DRFS) 」，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一、參照 扶輪基金會委員會彙編規範辦理 TRF-CODE 7.010.4 (P.75)   

         2018/Apr 版。 

 

二、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日期：2018年8月12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5分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樓 B1 啟垣廳(第六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100號   

 

三、參加人員:    

    1. 各社 社長 

    2. 各社 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3. 執行2018-19地區獎助金計畫社友              

    4. 地區團隊 (如副本) 

 

四、敬請於7月23日(星期一)前填妥出席回函(E-Mail)至總監辦事處， 

    以利後續作業進行。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 d3462y1819@gmail.com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 

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議程表 

研習會主辦社：彰化西北社 

            日期：2018 年 8 月 12 日(星期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5 時 35 分 

            地點：逢甲大學  人言大樓 B1 啟垣廳 (第六國際會議廳) 

時間 內容 主持人 

08:30-

09:15(45') 
報到、聯誼 彰化西北社 

09:15- 鳴鐘開會 沈登贊 DG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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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0(25') 

 唱扶輪頌 司儀 

 唱歡迎區總監歌  

 介紹貴賓  

 研習會主委致詞 周三元 P SAN 

 總監致詞 沈登贊 DG Today 

 2018-19 年度地區活動報告 李秀雄 GS Host 

09:40-

10:00(20')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組職架構簡介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 

10:00-

10:15(15') 
休息 / 茶點  

10:15-

10:45(30') 
專題演講：扶輪基金會現況 

D3510 曾秋聯 RRFC 
William  

10:45-

12:15(90') 
專題演講 1：永久基金及冠名基金 TRF 東亞專員 

Miss Hazel Seow 
蕭佩珊小姐  

專題演講 2：基金會募款及捐獻項
目 

12:15-

13:15(60') 
午餐時間  

13:15-

13:45(30') 
地區獎助金  地區獎助金委員會 

13:45-

14:15(30') 
獎助金管理與扶輪社認證 地區獎助金委員會 

14:15-

14:45(30') 
地區獎助金申請及結案報告審查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 

14:45-

15:00(15') 
休息 / 茶點  

15:00-

15:45(45') 
全球獎助金 

林伯龍 DRFC/PDG 
Doctor 

15:45-

16:15(30') 
六大焦點領域與和平獎學金 

林伯龍 DRFC/PDG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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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

17:15(60') 
分享制度與消除小兒麻痺 洪博彥 PDG Paul 

17:15-

17:30(15') 
Q & A 雙向溝通 

沈登贊 DG Today、
講師 

17:30-

17:35(5') 
閉幕式 沈登贊 DG Today 

 

Pharma 扶輪基金主委報告 

 
 

DAVID RYE 主委報告 

(一)、 

主  旨：通知貴社RYE接待相關人員準時出席參與2018-2019年度青少年

交換計劃之「接待家庭、學校暨扶輪社YEOs講習會」，函請查

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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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1.感謝貴社熱心參與本地區 2018-2019 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接待事宜。 

為使各接待扶輪社與各接待家庭瞭解接待外籍學生之權責與經驗，特依本

地區青少年交換活動之年度計劃，於下列時地舉辦「接待家庭、學校暨扶

輪社 YEOs 講習會」，參加覆函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一》。 
                時間：2018 年 07 月 29 日(星期日)13:00~17:35。 
                地點：青年高中（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 100 號） 

2.敬邀 貴社社長、RYE 主委與輔導顧問以及各接待家庭之家長務必出席本

次講習會(附件二)，也請各接待社邀請接待學校人員參加本次講習會，無法

出席者請安排代理人員出席，皆無法出席者請接待社發函至本委員會請假。

3 預定出席者請配合於 2018 年 07 月 22 日(星期日)前，上網填寫參加回函

(網址：https://goo.gl/forms/zCg5Ozng3dMWwpEd2)。 

4.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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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  旨：請通知貴社2017-18長期交換學生出席『長期交換學生歸

國報告』，也歡迎預定申請與即將派遣出國之RYE學生、家長等

報名參加，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  明： 
1.完成歸國報告係每位交換計畫派遣學生的責任與義務，請所有派遣學生

(附件一)根據歸國報告注意事項(附件二)來準備本次報告；當天無故缺席

者，視同未履行交換義務，請務必謹慎以免影響爾後權益。 

歸國報告時間及地點如下： 

日期：2018 年 08 月 12 日(星期日)09:00～17:30  地點：屆時再函知。 

 

2.歸國報告電子檔，請於 2018 年 07 月 24 日(星期二)前將檔案傳至 RYE 委

員會指定信箱 d3462rye@gmail.com，逾期不受理。 

 

3.請各社週知全體社友，本活動歡迎預定申請與即將派遣出國之 RYE 學生、

家長等報名參加，煩請配合於 2018 年 07 月 31 日(星期二)前上網

https://goo.gl/forms/beCVcbGa4qJt15wy2 完成報名。 

 

4.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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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企業管理協會主辦 大里國光扶輪社協辦  

邀約著名的學者 於 8 月 18 日早上 9：00-16：00 在逢甲大學資電系 3樓      

國際政經論談-中美貿易衝突之下臺灣突圍之道⋯⋯ 

歡迎社友及夫人報名參加講座，有興趣聆聽的社友請接龍         

   社長 Injection    秘書 Car        敬  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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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57 次例會，7 月 12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45 位   3.出席率: 73% 

 

COPPER 糾察報告 

第 1057 次例會 7月 12 日歡喜黃國卿 1000 元、林毅勳 300 元、 

賴基詮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蔡秋明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 

曾建忠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200 元、李楨祥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 

邱仕銅 500 元、胡開化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 

詹振忠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鄭宇宏 300 元、邱志明 300 元、 

林文耀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吳本源 300 元、廖嘉彥 300 元、 

蔡慶堂 500 元、DGE.黃進霖 2000 元、市政社黃聖棻 500 元、周忻誼 1000

元、許佩真 1000 元、李世偉 500 元、大里中興社長劉茂盛 1000 元、太平

洋社長陳永平 1000 元、草悟道社長陳金榮 1000 元、彰化南區社林政文 500

元、彰化南區社施聿纁 500 元、東海社黃振利 500 元、。          

共 20,300 元   感謝來賓及社友熱心歡喜。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58 次例會 7月 19 日 (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2018-19 年度交

換學生行前報告&頒贈年度經費由社區服務團團長、扶青團主委、扶少

團主委、薩克斯風隊主委、高爾夫球主委、自行車隊長出席&新社友蔡

慶堂 MONEY 職業分享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國光自行車隊隊長邱仕銅報告 11/2 配合地區活動:花博鐵馬逗陣行 

二. 第 1059 次例會原 7 月 26 日變更 7/28(星期六)，下午 5點 30 分報到 

聯誼，舉辦女賓夕慶生活動 地點:后里星月大地景觀餐廳 

台中市后里區月眉北路 486 號 04-2683-3688。 

三. 第 1060 次例會原 8 月 2 日變更 8/5(星期日)， 

舉辦慶祝父親節暨女賓夕慶生活動 地點:花月養生廚房 

南投縣埔里鎮鯉魚 2 巷 20-2 號 (049)2422612 

◎10:00~10:30 報到聯誼 ◎10:30~小火車環湖/苦茶油工廠參觀 

◎12:00 用餐聯誼時間   ◎14:30 玫瑰酒釀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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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日召開 8 月份理事會，請理事們 10 點報到開會 

四. 第 1061 次例會 8月 9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主講人:維也納自行車

店長 顧秉宸  專題演講:自行車安全宣導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五. 第 1062 次例會 8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何鴻鈞博士 

專題演講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六. 第 1063 次例會原 8 月 23 日變更 8/26(星期日)14:30 報到聯誼、15:00

開會、17:00 會議結束、17:30 用餐 

節目:市府宣導花博 地點:台中市政府/晚餐地點:大莊園餐廳。 
※高爾夫球隊 7 月 25 日，中午 12：00 在大村台豐球場首次月例賽 

 

DESIGN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8-19 年上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600 元、3462 地區基金 800 元、總會會費 100 元、2021 世界年會在台

北 1000 元、交接匾額 543 元、交接分攤金 1406 元，共 35,449 元，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000 元，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謝謝您的配合。 

 

社長 47,560 元 社長當選人 41,073 元 秘書 37,718 元  

理事 36,855 元 社友 35,449 元  請假社友 23,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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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活動照片  

  

  
               7/12 DGE.MACLIN 蒞臨本社專題演講-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扶青團首敲暨團長就職 7/14 

   
          第一組&第三組合併爐邊聚會地點: NET PP.公館(溫莎花園大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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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 輪 知 識 錦 集 

 

(2) 扶輪社員是扶輪的核心、扶輪的靈魂。 

扶輪的主體是扶輪社員 

Ches Perry 曾說：「與扶輪社相比，扶輪社員個人更為重要。改造世界最好的方

法，必須先改造人。正因為人類個人的進步是最重要的事情。增大個人的能力，

讓才能提高，就能提升對世界上服務的精神。扶輪是人類社會生存群體其中一種，

這樣就是扶輪永續發展的基礎。」。他堅信這股群體勢力必將成為追求幸福及和

平，繁榮人類的指標。如果人人具有扶輪精神(寬容、服務、友誼、誠實、信用)，

即家庭完滿，事業成功，鄰居和睦，社會安祥，國家平安，世界和平.變成安和

樂利的社會世界。 

Ches Perry 在擴大扶輪社方面，不同於牧師傳道福音，也不會有強迫入社的事情。

而以扶輪運動的成果當作實例，讓對扶輪正確認識的人入社。如果一個人在心中

沒有浮現服務的精神＂Ideal ofService＂的話，就不考慮要讓這個人入社。 

Ches Perry 曾說：扶輪決不是獨裁的組織，扶輪是一個偉大的民主的組織。 

他一直堅定信守必須尊重各社的自主性的信念。由組織的構成份子提出建設性的

思考，這就是在扶輪裡建立了民主。扶輪社是國際扶輪的組成份子，扶輪社員是

扶輪社的組成份子。從扶輪社裡把好的想法提案出來，那就是現在一直持續支持

著扶輪的東西，這樣的事情未來還會持續存在。扶輪是人類社會生存群體其中一

種。他堅信這股群體勢力必將成為追求幸福及和平、繁榮人類的指標。(引用宮

脇富的著作『難忘的扶輪社員』一書)。 

扶輪之一切活動(包括各種集會及服務活動)均為培養扶輪社員的人格，激發扶輪

社員之服務精神，使每一社員變為會關心別人之真正的扶輪人(23-34 決議、扶輪

宗旨前言)。賴唯捨(Carlo Ravizza)(1999-2000 年度 RI 社長)說：「為了使扶輪

能在下一個世紀蓬勃發展，我們不能只要求增加繳費的社員，我們要更多的扶輪

人，我們的責任在於改變社員成為真正的扶輪人」。 

做為一個扶輪社員最大的成就是「做為一個真正的扶輪人」。 

一個扶輪社員最大的成就不在於擔任多少扶輪職務，而在於關心了多少別人，做

了多少關心社區(包括外國社區)的事。真正的扶輪人不但本社的服務活動不缺席，

並熱心個人的服務，發揮扶輪社員的本色。 

任何扶輪職務均為義工，由社員輪流擔任，卸任後就是普通社員，以整個扶輪原

則及扶輪的設計而輪流擔任扶輪職務，不是成就，應以平常心處之。扶輪原則及

扶輪的設計在於使每一個社員自我成長，再個別的、集體的關心別人服務社區

(包括外國社區)。(見扶輪國際年會 23-34 決議，扶輪宗旨前言) 

扶輪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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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的方法是由下而上，不是由上而下，是由各扶輪社員個別發現服務機會，經

由家庭懇談會、例會節目等各種集會而獲大家的共識，然後經理事會決議形成集

體服務。此與一般社團不同。一般社團是由上而下，由上面決定服務事項，甚至

唱獨腳戲，社員只出錢不參與服務。乃至社員僅在台下當觀眾。但在扶輪沒有觀

眾席，只出錢不參與服務不是扶輪的服務，有違 23-34 決議及扶輪宗旨。扶輪社

員不是靠扶輪社提高自己的聲望，而是扶輪社靠扶輪社員提高扶輪社的聲望。 

2002-03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陳裕財（Rhicha Rattakul）上任國際扶輪社長後一再

呼籲及強調回歸基本（扶輪原點），採取「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方法。

回到扶輪原點亦即回到 23-34 號決議案，亦即要遵守 23-34 號決議案。 

依 23-34 號決議案確定的法定關係，國際扶輪的主體為各扶輪社，不是國際扶輪。

扶輪社的主體為扶輪社員，不是扶輪社。扶輪社員是扶輪的核心、扶輪的靈魂。 

國際扶輪社長陳裕財說：「我們應該讓基層社員有更大的決定權（有關關心他人、

服務他人方面）。又說：「讓我們扶輪社規劃自己的路線，我們必須尊重他們的

計劃及判斷，我們必須牢記每個扶輪社都是一個自治體。」。又警惕說：「扶輪

的興亡，取決於扶輪的心跳聲」──亦即扶輪社員依據自己之責任獨立判斷所發

出來關心別人服務他人之心跳聲。 

前國際扶輪社長季愛雅強調：「創造扶輪的未來，在於使社員變為真正的扶輪社

員」。 

另一國際扶輪社長賴唯捨警告說：「為了使扶輪能在下一個世紀（21 世紀）蓬勃

發展，我們不能只要求增加繳費的社員，我們需要更多的扶輪人。我們的責任，

在於改變社員為真正的扶輪人」。 

扶輪的服務（關心別人）由你（扶輪社員）開始，有了更多的扶輪人，扶輪才有

希望。 

各級扶輪領導人，你要活用扶輪就要善盡你的責任，藉各種扶輪集會及活動，致

力於改變社員，能關心別人、實踐扶輪宗旨及扶輪精神之真正的扶輪人，而避免

浮華不實、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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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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