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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64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6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九月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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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6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鄭宇宏 MICHAEL 

節目:   1-4 分區助理總監團隊蒞臨參訪 

~社務行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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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理總監 Aladdin、副秘書長 Cooling、IPP、各位 PP、各位社友及

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的社務行政會議，有幸邀請助理總監來蒞臨指導，如有

議案欠缺的地方，要不吝的指示，能使我們今年的各類服務計劃或活

動，更趨于完善。 

  8 月 26 日那天也真感謝各位社友及夫人，出席市府的聯合例會，雖

是政策會議但在會議中來學習生活共識，會後餐敘社友或夫人，也可

和他社社友或夫人有更深的交誼和認識，所以扶輪真諦直講求服務，

這基礎就要各社友及夫人出席社裡內外的各種例會，大家有了基礎聯

誼，必會對社裡的各類型活動或服務，建立有了共識，自然而然對社

區的服務必會同心協力來完成，故出席在社裡是基本的要件，且每年

各社友繳交這麼多會費，也盼在扶輪社內，學習我們在社會上學習不

到的東西，才來此社團的，所以常出席參與例會，這是你們的權利，

才不虧你入扶輪社的初衷。 

今年我們分區，助理總監很重視社友們的聯誼.所以在著磨如何使社友

及夫人有更多的互動，在上半年度後續活動裡有安排了 11/2 、11/24 

、 12/8 分區十社戶外的聯合例會及欽子活動，盼各社友夫人及寶眷，

小扶輪，務要踴躍參加，才不枉我們助理總監的用心。 

社團的各種服務均需資金的資助，而資金的來源是社友們，每個社均

盼望著社友增加都是直線上升，使財源更穩定，在服務活動就會更容

易來完成(所謂有錢好辦事的)但要增長前，社裡基本盤要顧好，多鼓

勵社友們多出席多聯誼，大家共心了，社友們自會邀約社會菁英人士

加入扶輪家庭。 

祝福: 

 

今晚與會的貴賓、社友及夫人身體健康  平安喜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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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秘書報告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旨: 通知各接待社配合「Inbound學生接機事務」辦理並通知

Inbound學生參加「Inbound Orientation」。 

說  明： 

一、首先感謝貴社接待本年度之外籍交換學生。請貴社依《附件 1》之航班

表安排相關人員與接待家庭前往臺灣桃園國際機場接機，班表若有不符者

請與地區 RYE 委員會核對修正。 

二、請幫外籍學生取一個合適的中文名；外籍學生抵台後 15 天內務必辦理

外僑居留證，請先查明學生護照所獲我國駐外單位之簽證種類，據以辦理

各項簽證，詳細辦法如《附件 2》說明。外僑居留證辦理後，其正本務必交

給學生隨身攜帶(如同該學生在台的身分證)，才完成合法居留手續。 

三、地區 RYE 委員會於 2018 年 09 月 02 日辦理一日「Inbound 學生適應生

活訓練」，說明如《附件 5》；請各接待社通知接待家庭準時接送與接回該

名外籍學生，請各接待社與接待家庭於 08 月 29 日前回覆活動回條。 

※活動回條：https://goo.gl/forms/pg9co08vJfEYVZY52 

※活動地點：伊麗莎白酒店(地址：台中市西區中美街 471 號) 

※接回地點：全國飯店(地址：台中市西區館前路 57 號) 

四、 請通知 Inbound 學生事先準備 1-3 分鐘英文自我介紹與活動當天攜帶

徽章、名片與社旗…..等進行交換。 

五、 地區 RYE 委員會將循往例於外籍學生抵達臺灣之後，預定於九月底

開立一紙支票撥其年度接待費用(扣除相關費用等)予貴社，敬請貴社

務必配合於(本)08 月 31 日(星期五)前 E-mail(至 d3462rye@gmail.com)回

覆地區 RYE 委員會辦公室簡小姐貴社帳戶之抬頭名稱，以利儘速辦

理。請貴社自 9 月份起支付給外籍學生每月新台幣 2,500 元之零用金，

並祝貴社未來一年接待愉快。 

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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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2018 年扶輪少年服務團地區領導人訓練會議(IDLTM)」，

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周知。 

說明： 

一、參照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委員會相關訓練規劃案辦理。 

  二、時間：107 年 9 月 29 日(星期六)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30 分     

三、地點：台中市立長億高中-探索冒險體驗場 (台中市太平區長億六

街 1 號) 

  四、參加人員：地區扶少團輔導社、扶少團幹部與 RYEInbound 交換學生 

  五、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7 年 9 月 18 日(星期二)止。 

  六、地區扶少團計有 19 團，參加團員人數上限計 100 人。 

  七、各團輔導社分攤費 2000 元，請於 9 月 18 日(星期二)前電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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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40750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1段209號   

  八、本案聯絡人：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委員會主委 吳金板(Wine) 

                  電話：0932-121551                 溪湖扶輪社 執行秘書 王雅琪     

                  電話：(04)8851817  傳真:((04)8825308 

      E-Mail：joyce.sep8612@gmail.com   

 
課程安排         

節
課  

時段     課程主軸  課程名稱     分組   師資     

      08:20~08:40   報到分組     解凍遊戲     全體   

探索冒險課程
種子師資群  

       

      08:40~09:00   總監、校長致詞 開訓 大合
照           

全體   

一  09:00~09:40 平面課程  扶少團升學之路  1.2   
3.4   
5.6   
7.8   

二  09:45~10:20 平面課程  團隊履帶     
三  10:25~11:00 平面課程  合作擊球     
四  11:05~11:55 平面課程  團隊毛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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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0~12:50           午餐與午休        全體   

五  13:00~14:15 低空課程  
甜甜圈、蜘蛛網  

1.2   
3.4   
5.6   
7.8   

高牆       

六  14:20~16:00 高空課程  
攀岩、普盧士攀

登    
垂降、團隊高台  

 七  16:00~16:20 心得分享  小隊分享   全體   
 八  16:20-16:30 結業式   頒贈感謝狀  全體   
     16:30       賦  歸               全體   

輔導社組： 

節課 時段     議程          參與人員 
      08:20~08:40            報到分組                                 
      08:40~09:00    總監、校長致詞 開訓 大合照           

一  09:00~09:40 扶少團地區年度工作計劃 
總監、總監團隊、各輔導
社、扶少團委員會 

二  09:45~10:20   輔導工作研討會議與雙向溝通  
三  10:25~11:00   陪同扶少團參與訓練課程           

 
(三)、主  旨: 召開「2018-19 年度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懇請相關人員準時參加，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第二次籌備會議: 

            時間：2018年9月15日(星期六)上午10時 

                  地點：總監辦事處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 1 段 209 號 

                  電話：(04)2317-7238 

        二、討論推動本地區2018-19年度重要服務計劃 

三、應出席人員: 
    地區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林伯龍 PDG Doctor (彰化中區社) 

    地區助理總監          紀崇文 Fire       (台中西北社) 

    地區助理總監          王文章 Clean      (彰化南區社) 

    地區助理總監          翁金源 Chemical   (員林社) 

    地區助理總監          戴志英 Smart      (草屯中央社) 

    1-1分區助理總監          唐真真 Archi      (台中西北社) 

    1-2分區助理總監          高志銘 Sauce      (台中西屯社) 

    1-3分區助理總監          郭文賓 Table      (台中松竹社) 

    1-4分區助理總監          袁丁民 Aladdin    (台中草悟道社) 

    2-1分區助理總監          施楠烑 Lock       (彰化西北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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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分區助理總監          吳偉立 Willy      (彰化中區社) 

    2-3分區助理總監          陳輝熀 KCM        (溪湖社) 

    2-4分區助理總監          謝坤仁 Cup        (員林中區社) 

    3-1分區助理總監          游義誠 Yahoo      (埔里社) 

    地區秘書長              李秀雄 Host       (台中西南社) 

    總監辦事處主委          許博厚 Apple      (台中西南社)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侯廷傑 Invest     (台中北區社)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副主委 顧力瀚 Glove      (台中中科社)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副主委 黃燦傑 DNA        (彰化西北社)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副主委 陳金山 Math       (水里社) 

    地區花博特別委員會主委  謝豐享 Drink      (台中松竹社) 

    地區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  黃榮堯 Teleman    (草屯中央社)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盧文祥 Bank       (台中松竹社)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陳學明 Ortho      (台中南屯社) 

    地區扶輪新世代委員會主委 張金榮 e-Printer  (台中南屯社) 

    地區青少年交換RYE主委  吳宗隆 Teacher    (大里國光社) 

    地區扶青團Rotaract主委  張淑媛 Kitty      (彰化松柏社) 

    扶輪之子委員會主委      林南菁 Art        (台中國美社) 

    總監月訊主委          張宏綸 Stock      (員林社) 

 

(四)、主旨：檢送 3462 地區各扶輪少年服務團相關輔導社員與扶少團幹部

等資料表格，請填報惠覆，請查照週知。           

說明：一、謹訂於 107 年 9 月 29 日(六)舉辦扶少團地區領導人 

          訓練會議 (IDLTM) 

      二、為方便聯絡與服務各扶少團，請旨揭單位於 9 月 18 日(二) 

         前回傳資料。 

二、請回傳至：地區扶少團委員會主委 吳金板 Wine 

    電子信箱：nice_wine999@yahoo.com.tw     

電    話：04-8613639   傳    真：04-8821995   

行動電話：0932-121551          

附件：3462地區扶少團幹部資料調查表 

(五)、主    旨 :  請推薦 2019-20 年度分區助理總監人選暨填寫 2019-20

年度社長當選人以及秘書資訊，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參照國際扶輪彙編 17.030.2 規範辦理分區助理總監推薦人選。 

二、助理總監遴選標準，需符合下列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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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資格完備之現職社員，年資至少滿三年。 

    2.任滿一任之扶輪社社長;或曾任扶輪社創社社長且任滿自授證日起 

      至 6 月 30 日之完整任期，此期間至少必須 6 個月。 

    3.有意願並有能力接受助理總監之責任者。 

    4.在地區有傑出表現者。 

    5.有潛力成為地區未來領導人者。 

三、援引慣例，請各助理總監協調各所屬責任區扶輪社，以利推薦符合規 

    定之適任社友人選。 

四、函請 3462 地區各扶輪社協助，請於 2018 年 9 月 30 日前回報各社推薦 

    之 2019-20 年度分區助理總監暨分區副祕書長人選，並回填 2019-20 

    年度社長當選人及秘書各項資料，填妥後請檢附社友個人照片上傳至 

    2019-20 年度總監籌備處信箱 3462dg1920@gmail.com，若社友製作名 

    片時希望用伉儷合照，也請另附社友伉儷合照。 

五、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2018-19 年度六大委員執行內容 
一.社務行政委員會                主委：何應欽 PAR  

▓秘書                                       秘書林毅勳 CAR     

○1 編印社員通訊錄及社友名片。 

○2 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 每月理事會召開與執行決議。 

○4 依照國際扶輪秘書手冊執行。 

○5 與社長出席國際扶輪台中市第 1-4 分區社長、秘書聯誼會議。 

▓會計                                 會計陳鴻文 DESIGNER 

○1 編列年度預算，並逐月檢視支出符合規定，製作收支明細。 

○2 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 每月理事會報告財務狀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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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執行年度財務交接 

▓糾察                                   糾察邱仕銅 COPPER 

○1 會場監督： 

(1)會場佈置是否得宜，如麥克風試音投影及電腦設備是否無誤，以及大型

會議會場之佈置。 

(2) 提醒開會時，要準時開會，提醒準時閉會。 

(3)開會開始時，巡視社友是否還滯留在其他地方。 

(4)紀錄有無遲到及早退之資料登記。 

(5)維持開會時之品質，制止干擾會議秩序的情況。 

○2 服裝儀容： 

(1)正式會議或有來賓蒞會時，檢核服裝是否整齊，著西裝繫當年度領帶，

並配帶扶輪徽章。 

○3 歡喜箱： 

(1) 社會服務的經費來源為歡喜箱的收入，須以個人意願樂捐，不能有 

強迫性。 

(2) 社友在社會上有光榮事蹟受表揚、刊登報上或其他喜事，諸如社友或 

夫人生日、結婚紀念日、子女金榜題名、名列前茅…等。 

○4 交通安排 

(1) 社裡舉辦戶外活動例會或是活動，要先將交通導引在群組公布。 

(2) 戶外活動地點要佈置社旗，讓社友知道地點是正確的。 

(3) 我社主辦地區較大型的例會活動，應安排適當的社友來指揮流程。 

▓節目委員會                            節目主委林文耀 ALAN 

○1 安排每月之例會節目及活動。 

○2 定期安排專題演講。 

○3 安排總監人才庫之講師於例會中演講。 

○4 各項慶典活動之節目安排及主持。 

▓出席委員會                           出席主委葉仲任 JA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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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以提高例會出席率為目的。 

○2 關心並追蹤缺席社友。 

○3 例會前，主動通知、聯絡各社友及夫人。 

○4 與聯誼主委配合在友社補出席的交流活動。 

○5 安排社友參加 1-4 分區及各友社例會與活動，增加各社與社友間交流互

動，相互學習。 

▓社刊                                 社刊主委廖嘉彥 CABLE 

○1 編排版面力求清楚、簡潔，宣導社務、與友社互動訊息。 

○2 報導社務進行中事項以及社友參與情形。 

○3 扶輪家庭變化與社友榮耀、喜慶等事蹟的分享。 

○4 特定節日(交接.授證)特刊編排。 

▓聯誼委員會                           聯誼主委周國昌 JOU 

○1 於例會上介紹來賓與來訪社友。 

○2 掌握社友間各項喜慶婚喪慶典，安排社友參與。 

○3 .與各兄弟社、姐妹社、友好社社友間往來，並介紹社友間 

認識與互動。(金蘭社間往來由金蘭主委) 

▓休閒委員會                          休閒主委呂榮文 RATCHET 

○1 注意社友各重大記事，並於例會或家庭紀念日上進行慶祝活動。 

○2 尋找休閒聯誼地點，並安排休閒與家庭紀念日的活動。 

○3 與內輪會共同辦理休閒活動。 

○4 協助推動各社團、友好會的活動。 

○5 成立橋藝社                          主委:林炳村 JASON 

-1.宗旨： 

 為促進社友之友誼，並藉以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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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大里國光社有如下的社團: 

▓大里國光高爾夫球隊                  主委:陳信宏 FANDI 

社裡年度補助$15,000 元經費，當屆主委簽具，隊年費自訂，主委由社長邀

約擔任之，資格:社友及夫人及同好者均可參加。 

▓國光薩克斯風隊                      主委:戴百樟 FRUIT 

社裡年度補助$15,000 元經費，當屆主委簽具，隊年費自訂，資格:社友及

夫人及社會上的同好均可參加。 

▓國光幸福自行車隊                    隊長:邱仕銅 COPPER  

社裡年度補助$15,000 元經費，當屆主委簽具，隊年費自訂，資格:社友及

夫人及社會上的同好均可參加。 

▓國光橋藝社，目前無經費補助，年費由是年主委訂定。 

▓扶輪知識委員會                  扶輪知識主委王進益 RICE 

○1 在例會中宣導扶論知識、精神。 

○2 分派人選參加地區舉辦之各種扶輪知識講習，以宣導與傳承扶輪精神。 

○3 每年至少舉辦二次 STAR 會議。 

▓內輪委員會                        內輪主委林柏伶 PAR 夫人 

○1 社友夫人間之聯誼與活動安排。 

○2 協助推動社務，經由夫人的助力，增加社友的聯誼與出席率。 

▓扶輪櫥窗(SHOW CASE)推廣         扶輪櫥窗主委陳奕源 DANIEL 

配合 RCC 推廣委員會主委推動 RCC 登錄作業，協助本社登錄各項社區服務

成果及張貼一件扶輪社推動的活動計劃，於 RCC 網站-扶輪櫥窗(SHOW CASE)

並宣導相關知識，實際安排操作教導社員使用扶輪中央系統更新資訊。 

二、社員委員會                             主委：劉國勳 ANDY 

▓社員發展委員會                   社員發展主委黃英彥 SEVEN 

○1 本年度預計增加 3名新社友。 

○2 鼓勵社友「開口邀請合適友人加入扶輪社」。 

○3 鼓勵社友寶眷正式參加扶輪社為社友。 

○4 輔導目前尚欠缺之職業別潛在新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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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R 會議                         STAR 會議主委曾建忠 NET     

○1 『教育就是學習』。社員加入扶輪社不過是開始培養成為一個積極、執

著、樂於服務的扶輪社員的第一步而已。還有許多要學和要了解的事情。

入社後的第一個月正是讓新社員融入扶輪社的關鍵時刻。透過 STAR 會議，

提供紮實的扶輪新生訓練，其中包括向他詳盡解釋其身為扶輪社員該負起

那些責任並鼓勵他積極參與社內活動與服務的機會等。 

○2 本社於 9月 27 日舉辦第一次 STAR 會議，第二次於 2019 年 4 月 18 日舉

行。 

▓RCC 推廣委員會                    RCC 推廣主委蔡政憲 HUMAN 

○1 推動 RCC 100%社員登錄作業，加強 RCC 網站知識宣導，至少百分之五十

的社員將自己的專長及興趣輸入 My Rotary 的 profiles（簡介）部份，並

於例會安排操作教導使用扶輪中央系統。 

○2 扶少團、扶青團 RCC 登錄協助。 

▓內規委員會                          內規主委曾復興 PHARMA 

○1 修訂大里國光內規施行細則，並於社員大會決議通過實施，由社訓練師

執行、修改，於 12 月 13 日社員大會增列社內規範。 

○2 鼓勵社友參加地區舉辦 STAR 會議課程。 

▓職業分類委員會                     職業分類主委蘇武宗 AIR 

○1 審查新入社社友職業分類。 

○2 分類疑有重複時，應與現職社員協商，並獲同意後，方可引進。    

▓扶輪領導學院推廣 RLI                  RLI 主委劉顯彰 ARCH 

推動及鼓勵即將成為社長、秘書及幹部的社友上課，了解社務運作推動。 

▓扶輪擴展委員會                     扶輪擴展主委黃健源 D.S 

○1 加強扶輪知識宣導，宣揚 2018-2019 年度 RI 年度主題：「成為勵志領

導者」。 

○2 聘請講師加強「扶輪宗旨」、扶輪精神「寬容、友誼、服務」，「四大

考驗」與「超我服務」的了解。 

▓防止社員流失委員會主委   防止社員流失主委康賜鑫 KANG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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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加強扶輪知識宣導。 

○2 建立新社友褓母制度。 

○3 加強扶輪家庭聯誼與內輪活動。 

○4 舉行 STAR 會議。 

三、服務計畫委員會                          主委：蔡秋明 S.P 

▓社區服務委員會                 社區服務主委黃承偉 ROLLING 

○1  2019 年 3 月大里國小學生牙齒健診，由社友廖偉帆 Young Dentist 每

年率領遠傳牙醫診所團隊，為學生進行牙齒健診。 

○2  大勇國小地區獎助金-改善水資源計畫:飲水機捐贈，地區申請獎助金

金額 4萬元整，國光社由社區服務基金贊助 4萬元整，約 9 月中旬完成此

計畫案。 

○3 國際義診關懷-緬北學校贊助計畫(草悟道社主辦) ，國光社贊助經費 1

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在 12 月 26~30 日完成此計畫案。 

○4 國際義診關懷-泰北美樂斯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太平洋社主辦) ，國

光社贊助經費 1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已於 7月份完成此

計畫案。                               

○5 大里國光為主辦社配合地區 11/2-3(星期五、六)花博鐵馬逗陣行活動，

國光自行車隊並陪同從霧峰騎車到豐原，及一些花博相關系列活動。 

○6 配合 1-4 分區於 11 月 24 日(六)舉辦聯合捐血活動，地點:草悟道。 

○7 228 扶輪愛跑反毒活動，地點:后里馬場。 

▓職業服務委員會                   職業服務主委吳彥恆 SKIN 

○1 請社友提供一則在其專業領域內之發展資訊，與全體社友分享。 

○2 安排參觀社友的公司或工廠，以增進聯誼及職業交流。 

○3 職業參觀：年度內預訂二次，結合秋季、春季授證國外旅遊活動辦理。

11/10-11 日與金蘭社舉行秋季旅遊地點於曾文水庫；4月舉行日本職業參

訪暨春季授證旅遊‧女賓夕慶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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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服務委員會               國際服務主委鐘錦坤 X-BUILDING 

○1 規劃全社社友參與國際服務計畫。 

○2 配合 RI 年會。 

○3 地區辦理 GSE 加拿大訪問團的接待。 

▓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社區服務團主委劉國勳 ANDY 

年度計畫及預算訂立常態性社區服務計畫。 

四、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曾復興 PHARMA  

▓扶輪基金委員會                   扶輪基金主委曾復興 PHARMA 

 ○1 鼓勵社友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 

 ○2 本年度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PHF)黃國卿 INJECTION 社長、  

    林毅勳 CAR 秘書、何應欽 PAR、戴百樟 FRUIT、曾復興 PHARMA、 

    曾建忠 NET、鐘錦坤 X-BUILDING、李楨祥 L.S*2、劉憲隆 GEAR  

    共計 9 位總計認捐 10 顆。 

 ○3 鼓勵達成 EREY 年度捐獻基金(APF)，每人捐款平均至少 100 美元的目

標。(全社平均，且是未指定用途的年度基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廖欽炯 TRANS 

○1 全社社友每位捐獻 600 元。 

○2 2018-19 年度累計達到一萬元捐款有: 黃國卿 INJECTION 社長、 

   林炳村 JASON、廖欽炯 TRANS、廖繼鋒 LAWYER、劉憲隆 GEAR、 

   黃志豊 PRESS、曾文義 SMILE、鄭宇宏 MICHAEL、劉顯彰 ARCH 

   以上共計九位累計達一萬元獲徽章一枚 

   ◎曾復興 PHARMA 累計達五萬元整，獲梅花徽章一枚 

▓國光教育基金委員會            國光教育基金主委戴百樟 FRUIT 

○1 在歷任社長強力推動下，本社以有限資源，推展在地基礎教育落實鄉里，

以「國光教育基金」之名譽籌募，希望對本社所在社區學校之弱勢學生能

有所幫助。 

○2 推動於屯區 10 所高中職，每校二名學生，每名 5,000 元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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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配合獎助金              地區配合獎助金主委張煥文 POWER 

申請地區配合獎助金-大勇國小飲水機捐贈水資源計畫，嘉惠學童。地區獎

助金申請 4 萬元整；國光社社區服務基金補助 4 萬元整申請經費合計

80,000 元整，於 9月中旬會完成此項捐贈計畫。 

▓全球配合獎助金              全球配合獎助金主委蔡慶堂 MONEY 

▓國際醫療義診          國際醫療義診主委廖偉帆 YOUNG DENTIST 

○1 國際義診關懷-緬北學校贊助計畫(草悟道社主辦) ，國光社贊助經費 1

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2 國際義診關懷-泰北美樂斯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太平洋社主辦) ，國

光社贊助經費 1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黃志豊 PRESS 

▓扶輪之子委員會                    扶輪之子主委吳本源 HOUSE 

○1 學校-國立興大附中、市立大里國小、中寮永樂國小、中寮清水國小、

中寮國中、爽文國小、廣福國小、霧峰光正國小、大里塗城國小、雲林褒

忠國小、褒忠國中、復興國小。 

○2 本社延續前一屆至少認養 50 位扶輪之子。 

○3 成立扶輪之子基金會，有收贈社會愛心人士認捐扶輪之子。 

○4 扶輪之子相見歡將舉辦 3 次，地點:10/28 集集、1/13 大坑、3/23 古坑。

○5 3462 地區扶輪之子主委 ART 及我社 PP.JASON 推動地區扶輪之子認養，

我社贊助 3 名孩童參加 2019/1/26-27RYLA 活動，每人贊助費用$3500 元整。

▓扶輪宣傳委員會                   扶輪宣傳主委蔡政憲 HUMAN 

○1 掌握社區活動，並與社區意見領袖維持互動，期能將國際扶輪之五大服

務精神廣為人知。 

○2 本社現有數位社友兼具家長會長、警友會義消、義警、後備憲兵等單位

內非公職幹部，實際宣導且提供國際扶輪資源，從事服務工作。  

○3 加強媒體宣導及傳播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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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展示服務成果於 RCC 扶輪櫥窗 SHOWCASE，並請網路專才社友做網站管理，

將扶輪相關活動、影片、相片上傳 FaceBook，宣導扶輪，也讓加入之朋友

認識扶輪。 

▓地區媒體委員會                   地區媒體主委廖欽炯 TRANS 

○1 尋覓傳播媒體人，與其建立良好關係(由秘書召集媒體)。 

○2 舉行大型社區服務活動時，尋求傳播媒體人如記者、電台主播等協助宣

導。 

○3 尋求具知名度、公共形象優之機構或廠商共同舉辦大型社區服務活動，

以宣導扶輪與提升知名度。 

○4 於大里區國光路與德芳路口設置 LED 燈作為本社扶輪形象廣告。 

○5 與企業或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立夥伴關係透過媒體進行宣傳。 

▓地區活動紀錄委員會         地區活動紀錄主委 吳宗隆 TEACHER 

○1 將扶輪社舉辦的服務活動詳細記載，作為檢討與計畫之依據，並可投稿

總監月報與扶輪月刊。 

○2 將本社支持地區辦理的節目詳實記載。 

▓扶輪家庭委員會                   扶輪家庭主委林炳村 JASON 

○1 每月舉行扶輪家庭聯誼活動，促進社友間的聯誼，增加社友對扶輪的向

心力，對於防止社員流失有很好之幫助。 

○2 以小組方式進行(5 人一組以茶點在社友家中舉行，一個月內舉辦 2 次，

第二及第四週的星期六晚上 19:30~21:30)，增加彼此互動機會，發揮家庭

懇談會之功能，彌補例會之不足。增進社友與家人對扶輪之認識，增加社

友間之互動，縮短扶輪適應期，使扶輪家庭能擴大並認同。 

▓地區活動推廣                 地區活動推廣主委邱翊紘 WILL 

○1 原住民大未來計畫，有推動原民之子參加 1/26-27 RYLA 的聚會 

○2 扶輪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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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018/8/26 配合台中市政府世界花卉覽會宣導活動，購買早鳥票  優惠

扶輪社友及寶眷 

○4 2018/11/2 花博鐵馬逗陣行活動 

○5 2018/12/8 分區舉辦 STAR 會議暨親子活動，地點:石岡葫蘆墩 

○6 2019.2.28 馬拉松/2018.11.2 鐵馬逗陣行配合地區反毒活動 

○7 舉辦扶輪活動提升扶輪國際公共形象 2019-02-28 在后里花博主場舉辦

228 路跑活動，配合宣導扶輪服務主題-如反毒、END Polion 

Now(D3462 主辦、全台 12 扶輪地區協辦) 

○8 配合地區分區及扶輪社主辦的各項社務服務、社區服務、人道救援服務

等扶輪六個焦點領域服務。 

六、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陳威岳 WILLS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               青少年交換主委王國瑋 DAVID 

○1 延續本社接待及派遣學生之傳統，本年度推派 3 位本社社友 

 子女作為交換學生，目前正進行派遣作業流程輔導，INBOUND 學生接待共

計 3 位。 

○2 由本社 RYE 顧問 MICHAEL 召集本年度接待家庭之社友，召開接待家庭會

議，協調接待外籍學生時間與順序安排事項，以及接待經驗分享。 

○3 參加地區辦理的 RYE 接待家庭研習會 。 

○4 代表本社參加人員出席青少年交換年會。 

○5 本年度地區 RYE 主委是本社社友 TEACHER，長、短期要交換的小扶輪請

踴躍報名。 

○6 配合本社長期辦理 RYE 青少年交換計畫，經理事會同意成立 RYE 基金委

員會，管理基金之運作。 

○7 RYLA 於 2019 年 1 月 26-27 日在日月潭舉行，主辦社國光社。鼓勵交換

學生參加。 

○8 邀約有接待過的家庭社友，為當然的 RYE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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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服務(扶青團)                   扶青團主委黃文隆 LIFE 

○1 舉辦扶青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本年度預計招募 2名成員。 

○2 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由 RCC 主委 HUMAN 協助登錄。 

○3 持續性的推動-忠孝路教會弱勢學童關懷遊戲互動及餐點製作。 

○4 鼓勵團員及扶輪社友參與社團活動如自行車隊，提倡正當休閒運動。 

○5 8/26 配合地區參與聯合例會，並在當天負責引導扶輪社友事宜。 

○6 主委邀約社友成為委員，輔導團務運作。 

▓扶少團                              扶少團主委胡開化 MOLD 

○1 舉辦扶少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共同募集新成員。 

○2 協助大里國光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由 RCC 主委 HUMAN

協助登錄。 

○3 邀請扶少團成員參與本社社務活動，協助推動扶少團各項社務及服務活

動。 

○4 推展扶少團研習會，使學校、輔導社及扶少團成員充分了解運作細節及

相關作業。 

○5 參與扶少團地區年會及地區聯合迎新活動。 

○6 贊助、鼓勵扶少團成員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 RYLA』，日期在 2019

年 1/26~27。 

○7 主委邀約社友成為委員，輔導團務運作。 

 
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63 次例會，8 月 26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40 位   3.出席率: 66% 

 

COPPER 糾察報告 

第 1062 次例會 8月 16 日歡喜黃國卿 1000 元、林毅勳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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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基詮 2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蔡秋明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陳鴻文 300 元、李楨祥 500 元、邱仕銅 500 元、葉仲任 300 元、 

詹振忠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鄭宇宏 300 元邱志明 300 元、 

台中國美社廖秋月 1000 元共 7,600 元   感謝來賓及社友熱心歡喜。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64 次例會 9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分區助理總監社務行

政會議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會後召開 9 月份理事會請理事留步 

二. 第 1065 次例會 9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5:00 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三. 第 1066 次例會原 9 月 20 日變更 9/22(星期六)節目:慶祝中秋節暨女賓 

夕活動 報到聯誼 17:00 晚會開始:18:00 地點:JASON PP.公司 

玉鼎電機實業有限公司 大里區工業 8 路 38 號  

※為響應環保再請大家攜帶餐具，現場也備有免洗餐具可使用 

四. 第 1067 次例會 9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專題演講:STAR 會議 

主講人:曾建忠 NET PP.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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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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及活動照片 

  
        8/19 專題演講&2017-18 OB 交換學生吳崇愷歸國報告 

  
 

  
 

  
         8/26 分區十社聯合例會-台中市政府.大莊園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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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99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發展特殊的例子──扶輪成為家務事

Rotary becomes a family affair。 

扶輪家庭週(2月3-9)的主旨和印度賈克罕的詹薛普中央夫婦

(Jamshedpur Central Couples)扶輪社有異曲同工之妙。該社的22名社員

全是年輕的夫婦，這或許是扶輪歷史的創舉。 

辛哈尼亞(Mahesh Singhania)在成為創社社長之前，乃是輔導社的詹

薛普扶輪社的社員。第3250地區總監納蘭(Sandeep Narang)說辛哈尼亞一

直鼓吹朋友與事業夥伴加入該扶輪社，可是社員的平均年齡─超過50歲─

以及社員在進入扶輪社的理事會之前所需的資歷─一般來說是10年─因而

讓年輕人怯步。 

在詹薛普扶輪社的支持之下，辛哈尼亞和2001-02年度助理總監德柯斯

塔(Ronald Dcosta)開始和許多夫婦商談成立新扶輪社的事。納蘭評論說：

「妻子似乎比較熱衷。」也由於她們的興趣因而建議成立一個夫妻社，

「這個構想像星火燎原一樣。」不到一個星期，有11對夫妻加入。 

納蘭說：「他們覺得夫妻社將會很有趣。他們知道如果社員覺得有趣，

服務也就隨之而來。」甚至在該社2002年7月31日的授證儀式之前，這些夫

婦已經開始成立一個扶輪少年服務團、一個扶輪社區服務團、以及一個弱

勢少女縫紉團。 

前國際扶輪理事「東尼」賽蘭諾(Antonio “Tony＂Serrano)在印度處

理扶輪事務期間，把證書頒發給這個新扶輪社。 

對於該社社員，賽蘭諾驚嘆說：「他們對扶輪十分熱忱。」他們全部

都是專業人士，其中許多人都有子女。 

該社未來可能會考慮吸收單身社員。目前，還有8對夫妻渴望加入，建

立一個家庭族傳統。備註： 

2004年立法會議通過將扶輪家庭週(2月第二個星期)改成12月為扶輪家

庭月(2004年程序手冊P284)。 

扶輪家庭Rotary family包括： 

扶輪社員之配偶、遺妻/遺夫、子女、孫子女、及其他親戚、以及扶輪

基金前受獎人、團體研究交換團團員、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扶輪青年服

務團團員、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員、扶輪青少年領袖獎參與者、內輪會及其

他扶輪配偶團體、及全球網絡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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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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