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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121 次例會 

第 23 卷第 13 期 

中華民國一○八年十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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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5 日  星期四 下午 7: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趙宏智 Commander 

專題演講 : 【從人性看勞資爭議處理】 

主講人: 錠嵂保險經紀人業務襄理-黃冠熏 Gary 
          

社長：何應欽  社長當選人：黃文隆   秘書：康賜鑫  會計：邱仕銅     糾察：王國瑋 

2019-20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黃文隆   

何應欽、黃國卿、康賜鑫 社員委員會主委: 林毅勳  節目主委: 曾建忠

李國文、曾建忠、黃文隆 服務計劃主委: 曾建忠               出席主委: 黃志豊

廖繼鋒、邱仕銅、張祈雄 扶輪基金主委: 張明選  聯誼主委: 廖繼鋒

陳信宏、黃志豊、鄭宇宏 公共關係主委: 劉顯彰                   社刊主委: 蔡政憲

林毅勳、蔡政憲、王國瑋 新世代服務主委: 鄭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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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R 社長的話 

 

     各位 PP.、社友及寶眷天氣冷了、請大家多注意增減衣服，以免感冒。 

歡迎今天的主講人-錠律保險業務襄理黃冠熏先生來為大家做一個專業演講;

講題【從人性看勞資爭議處理】、各位社友大都是企業的負責人，相信今

天的演講會為各位社友帶來更多的獲益。 

 

 下週 12 月 12 日是第 23 屆社員大會請大家湧躍參加，遴選 26 屆、28 屆社

長提名人，也請大家多爭取服務大家的機會，把你多的餘力服務大家。 

 

  12 月 14 日是 1-4 分區親子活動，大家報名不是很踴躍，分區助理總監説

目前我社社友最多但參與不多？原報名費 200 元不收取了，還另有抽獎，

當天國光社負責工作為 1.停車相關事宜 2.路跑路線交管相關事宜，請各位

社友寶眷扶老攜幼ㄧ起來參與此活動。 

 

   另世界年會地區主委有來電說世界年會有一團行程 12 天的，費用在 12

萬多。不知道各位社友有意願去嗎？ 

                       祝大家平安喜樂。 

 

                       

Kang Kang 秘書報告 

(一)、主旨：函請各社推薦具英語溝通翻譯能力之男女青年志工，報名參 

 加擔任隨隊領導“日月潭國際營隊＂之外籍青少年進行活動 

，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1. 3462 地區秉持 “把世界的年青人帶進來、把台灣的美帶到世界＂ 的精神

舉辦國際營隊 “日月潭國際冬令營＂，招收 14 位 (6 男 8 女) 來自德國、

比利時、羅馬尼亞、瑞士、捷克、巴西、義大利、丹麥等國家之青少年來

台灣兩週參加各項活動，冀建立國際了解並於其回國後，宣揚台灣文化。 

2. 本地區素有許多外語能力極強、個性活潑、服務熱心之青年 (例如小扶輪、

扶青團、RYE 歸國學生等等)，本營隊適可提供其歷練英語溝通技巧及領統

御能力之機會，並可與外籍青少年建立國際友誼。 

3. 日期: 2019 年 12 月 26 日 至 2020 年 1 月 8日止，為期兩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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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日月潭國際營隊活動日程如下: 

12/26 (四) 接機、check-in 日月潭教師會館  

12/27 (五) 認識學員環境，日月潭一日探索(自行車) 歡迎例會  

12/28 (六) 在地產業體驗、紅茶/蜂蜜、接待家庭夜   

12/29 (日) 接待家庭日、20:00 晚餐後送回教師會館 

12/30 (一) 水上活動、發電廠、水里集集參觀   

12/31 (二) 台北 (搭 bus 上台北看 101 煙火) 宿劍潭   

01/01 (三) 台北(搭地鐵認識台北)大稻埕、迪化街(英文導覽)、總統府、

101、西門町(宿劍潭) 

01/02 (四) 台北 故宮 or 台灣歷史博物館(英文導覽) (搭 bus 回日月潭) 

01/03 (五) 國際美食交流日(與水里商工學生) 

01/04 (六) 古都鹿港、八卦山大佛、台中歌劇院   

01/05 (日) 介紹原住民族部落、台灣的高山清境、合歡山 (宿清境)    

01/06 (一) 介紹台灣的高山 - 登合歡山   

01/07 (二) 自由活動日、晚上歡送會 

01/08 (三) 送機   

5. 服務志工供食宿 

6. 請填寫附件之報名表，並勾選可服務之日期，逕寄 

doris.huang.nantou@gmail.com   

ATTN:日月潭扶輪社社長 Rtn. Doris 黃錦雲 

7. 本營隊每日需兩位帶團志工，所有報名者將接受面試或電話 interview 以

更了解職務內容及確定服務日期 

8.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二)、主旨：請通知貴社所推薦2020-21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劃之備取

學生準時參加第三次講習會，即請查照周知 

說  明： 

一、 茲訂於下列時地舉行第三次講習會，請各扶輪社督促推薦之學生與 

家長“務必準時＂參加，程序表與地圖 如《附件》。 
1.時間：2019 年 12 月 08 日(星期日) 08：30~17：00。 
2.地點：弘文高級中學-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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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台中市潭子區弘文街 100 號)。 

二、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

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三) 、主旨：2020-21年度短期青少年交換計劃(RYE)派遣學生合格備取名

單與繳交短期費用與同意書，即請查照周知 

說  明： 

一、本地區 RYE 委員會已於 10 月 20 日完成短期交換計畫派遣學生甄選，

備取生學生名單與注意事項如《附件 1》。 

二、請各備取生之家長將附件同意書無異議後印出簽名，同寄回本辦公室，

並依繳費辦法於期限內繳費，將繳費收據(可 E-mail) 寄至辦公室。 

三、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

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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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120 次例會，11 月 23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0 位   2.出席人數: 30 位   3.出席率:50 % 

 

David 糾察報告 

第 1119 次例會 11 月 21 日歡喜何應欽 1000 元、康賜鑫 500 元、 

張明選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顯彰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黃文隆 500 元、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張祈雄 300 元、 

葉仲任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吳彥恆 300 元、鄭宇宏 500 元、 

黃振利 500 元。 

共 7,600 元 感謝社長、全體社友熱心歡喜。 

 

Net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121 次例會 12 月 5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專題演講: 從人性看勞 

   資爭議處理，主講人:錠律保險經紀人業務襄理-黃冠熏 Gary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是日召開 12 月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主講人經歷】 

上櫃公司企業人資咨詢顧問 

中華勞資發展協會理事 

彰化縣就業職能發展協會理事 

中華民國個人風險管理師認證 

弘光科大人力資源管理師認證班專任講師 

彰化縣議員林庚壬服務處勞保暨社會保險 

勞資諮詢顧問 

 

現任: 錠嵂保險經紀人業務襄理 
 

二.第 1122 次例會 12 月 12 日(星期四) 下午 6:00 節目:第 23 屆社員大會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社員大會會後餐敘地點一樣是菊園婚宴會館，由 

   第 25 屆社長提名人 Lawyer 請吃清粥小菜。 
三.第 1123 次例會原 12 月 19 日變更至 12 月 14 日(星期六) 節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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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九社聯合親子活動 之 永久愛您路跑健行活動，地點:太平 921 
      震災紀念公園 活動時間:8:30~11:30 
    說明:國光社擔任交通指引組，須請社友協助停車相關事宜及路跑路線 
    交管事宜。 

四.第 1124 次例會原 12 月 26 日變更至 12 月 20 日(星期五) 節目:慶祝 

   聖誕節暨寶眷聯誼活動，報到時間 17:50 分，地點:潮港城餐廳。 

五.第 1125 次例會元月 2日(星期四) 下午 6:30 節目:寶眷聯誼會春節蘭花 

  頒贈&國光獎助金頒贈&專題演講/主講人 Lawyer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是日召開 1 月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COPP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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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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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元、交接分攤金 1262 元，共 35,414 元，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100 元，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謝謝您的配合。 

理事 36,676 元 社友 35,414 元  請假社友 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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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C 扶輪家庭主委報告 

12 月 13 日星期五 18:32 

第一組戴百樟 Fruit、第二組鐘錦坤 X-Builbing、第七組陳威岳 Wills、第

九組黃振利 Daniel 聯合敬邀同組社友與夫人爐邊聯誼，餐敘地點：新味珍

餐廳（大里區德芳路三段 30 號） 

 

12 月 22 日星期日 11:30 

第八組王國瑋 David 敬邀同組社友與夫人爐邊聯誼，餐敘地點：法義風味

人文餐廳(台中市西區大仁街 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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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及各項活動照片 

  
          11/21 專題演講:STAR 會議 主講人:曾復興 Pgarma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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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 分區聯合捐血活動-各位社友踴躍捐血 

   
  11 月份第 2.5.7 組家庭爐邊活動-爐主:劉顯彰、吳敬堯、吳彥恆(梨子咖啡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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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112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夢想dream！“I have a dream！＂ 

“我有一個夢想！＂美國民權領袖金恩博士（Martin Luther King, Jr.）

生動的呼喊。這三十多年以來一直深深的吸引著我，令我神往。 

多年以來在這扶輪家庭生活中， 

就讓我覺得扶輪不就是不斷鼓勵我們大家，不但常要有夢，而且要常常夢

好夢。並且，要去承諾把好的夢想發展成大家協同一致好的憧憬，而在我

們扶輪生活中不斷地去努力實踐它。 

同時，如同J. Stone的想法般，我所知道的最具表達力的創作者，都是那

些以生命本身為工具的藝術家。 

他們能表現別人難以表現的事與物。他們用的不是畫筆、槌子、黏土，而

是用他們的生命來表現人生。他們一舉一動一言一笑，都能使生命更見豐

采。他們懂得人生，而毋須把它畫下。只因為，他們是生命的藝術家。 

因此，讓我們共同“承諾＂在未來我們一起服務的年度裡，把我們的夢想

發展成一種大家協同一致好的憧憬，並且彼此相互鼓勵在每天的生活中用

我們的生命為工具，一起來實踐這些好憧憬，一起來表現扶輪，共同做位

有憧憬的領袖---一位扶輪生命的藝術家。 

同時，此刻讓我們想到RI前社長Paulo V.C. Costa所說：「扶輪自己沒有

手，扶輪的手就是我們的手。」。 

也只有在我們都牽著彼此的手時，我們的手才能成為改寫地區扶輪歷史巨

大的扶輪手。 

如同“扶輪在非洲＂那篇文章裡一句名言：「我們今天站立在過去認為的

高峰上，其實它祇不過是未來的山腳而已。」扶輪是連續不斷地轉動，扶

輪過去的成果，其實就是今日扶輪的磐石。因此，在此誠摯地邀請各位，

讓我們手牽手一起來追求每一年度的扶輪夢想，必且用我們巨大扶輪的手，

在新年度攀登上一個更高更高服務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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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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