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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里國光扶輪社 

 

第 1136 次例會 

第 23 卷第 17 期 

中華民國一○九年四月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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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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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 9日  星期四 下午 7:00 

地    點：   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   王國瑋 DAVID 

專題演講：   扶輪的新世代計劃 

主 講 人：   曾建忠 Net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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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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PAR 社長的話 

 

    各位社友、寶眷、PP大家晚安，由於武漢肺炎有社區型發展趨

勢，故請大家要勤洗手注意加減衣服。 

  目前全球防疫做的最好的是我們台灣政府，請大家支持政府所

有防疫政策、出門戴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請大家支持謝謝！ 

關於社務方面、聚會盡量找通風良好的餐廳⋯⋯也請大家有空多出

席，沒空心支持謝謝！ 

  最近好像梅雨季節來了天氣變化多，要注意身體你的健康是我

們的福氣祝大家順心愉快。 

 
Kang Kang 秘書報告 

(一)、主旨: 函請各扶輪社推薦「2022-2023年度總監提名候選人」， 

            詳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附 件：一、推薦書 

二、參選資格及任務 

說    明： 

一、 依據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二章第12.010、12.020、12.030條之規定， 

函請各扶輪社推薦2022~2023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二、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六章第16.010、

16.020 及16.030 等條文規定，各社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備此

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各扶輪社之建議提名必須在例會中由全體社員決議，推薦地區總監 

    提名候選人。 

四、依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委員會主委PDG Woo Sun 的指示，順應武漢 

     冠狀肺炎疫情擴散的影響，提名委員會的提名工作將延至五月底 

     六月初進行，同時也將各扶輪社推薦「2022-2023年度總監提名候 

      選人」的日期延至4/15 截止。 

五、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推薦書（如附件一），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 

    簽署後，連同候選人之學經歷於2020年 4 月 15日前用掛號寄至總監 

    辦事處(以郵戳為憑)，送請總監提名委員會依規定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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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六、敬請各社惠予協助，無任感荷 ！ 

 

(二)、主旨： 敬請 貴社完成 20-21 年度待外籍交換學生認證資料，如說明 

，惠請查照轉知。說  明： 

一、 為符合交換計畫基本精神並配合多地區基金會(RYEMT)作業時程，

請 貴社於下方時間內完成 20-21 年度長期交換認證文件，文件須繳

交電子檔或紙本，請將所有正本文件郵寄至 3462 地區青少年交換

委員會(地址：50096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路二段 81 號)，請詳讀<附

件一>檔案處理相關認證文件。 

 接待學校資訊請於 2020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二)前回覆(附件一)。 

 附件二文件請於 2020 年 03 月 31 日(星期二)前繳交電子檔。 

 其他紙本文件，請於 2020 年 04 月 12 日(星期日)前完成繳件。 

二、 懇請貴社務必配合上述時程，以免延誤派遣作業，致使派遣學生無

法如期取得簽證文件辦理出國手續。 

三、 部分接待扶輪社 RYE 委員會及接待家庭有所異動，請再次確認並

回傳(Word 檔)貴社 RYE 委員會職掌暨接待家庭一覽表至地區

RYE 委員會信箱 d3462rye@gmail.com。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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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件：一、認證文件填寫與辦理說明 

 二、扶輪社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職掌暨接待家庭一覽表。 

 三、認證文件：（請統一使用本次電子檔案之表格填寫） 

  3-1.扶輪社政策規章符合聲明書。 

  3-2.接待家庭申請表。 

  3-3.接待家庭訪談記錄表。 

  3-4.志工申請書。 
3-5.警察刑事紀錄證明申請書，通稱良民證。 

3-6.全國外事警察單位電話。 

3-7.接待後意見調查表。 

 

mailto:d3462rye@gmail.com
mailto:d3462ry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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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三)、主旨： 敬告 總監關於國際扶輪要求台灣扶輪月刊提報未遵守訂閱 

規定扶輪社由。 

說   明： 

一. 國際扶輪已要求台灣扶輪月刊/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提報 2019
年 12 月 5 日起 120 天內未遵照扶輪章程細則規定每一社員付費訂閱扶
輪雜誌(台灣扶輪月刊)，未繳清訂閱費之扶輪社，國際扶輪將暫停這些
扶輪社之會籍。本會將遵照要求提報至 4 月 5 日尚未繳清 2019-20 年度
台灣扶輪月刊訂閱費之扶輪社。 

二. 本會已向國際扶輪說明：先前已將國際扶輪 2019 年 12 月 5 日函譯成中
文，連同英文原函、扶輪雜誌訂閱規定及扶輪社停權規定函寄 貴總監
轉知各社，並於 2 月 27 日通知各社 3 月 10 日前繳清 2019-20 年度上半
年及下半年訂閱費用。且本會於本年度開始前與年度中多次在 PETS 及
DTTS 訓練會及發函說明月刊訂閱費由每年每人新台幣 1200 元降至 700
元(半年 350 元)、發行月刊電子版、紙本減少或依扶輪社指定數目寄送，
並敦請各社依國際扶輪章程細則規定全員訂閱台灣扶輪月刊。 

三. 謹附上已更新之「遵守訂閱台灣扶輪雜誌報告 2019-20」，其中列明各
社至 2020 年 3 月 16 日止付費訂閱刊情形。此一報告包含上半年應付訂
閱費社員人數(總監 7 月出席報告中數據)、下半年應付訂閱費社員人數
(RI 2020-2-15 數據)、訂閱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TR)本數、上
半年及下半年訂閱中文月刊本數、訂閱率(中文月刊+TR)、各社要求寄送
中文月刊紙本數量等。 

四. 懇請您 將本函及該報告轉知 各社社長，並敦請尚未依規定付費訂閱台
灣扶輪月刊之扶輪社，立即繳清訂閱費為禱！ 

 

(四)、主旨：為避免新型冠狀病毒群聚感染之風險，2020-21 年度地區獎金

管理研習會(GMS)，擬採網路研習方式，如說明，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參照扶輪基金會彙編 RFCOP April 2016 第 11.090(第 108-109 頁) 

規範辦理。 

二、 鑑於新型冠狀病毒的疫情，為確實維護全體社友健康安全，地區獎 

助金管理研習會(GMS)採網路研習方式辦理。 

三、 敬請擔任 3462 地區 2020-21 年度之各扶輪社社長及扶輪基金主委之 

社友，請務必於 2020 年 6 月 30日以前以個人帳號登入 My Rotary

之「 學習中心」網站，撥冗研習「獎助金管理研討會」、「社扶輪

基金委員會」及「社扶輪基金委員會的基本認識」等三門課程，研

讀完成後將「GMS 完訓認證書」三份，以及簽署完成之扶輪基金會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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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社認證備忘錄(MOU)一份，以 EMAIL 寄送本地區扶輪基金主委林伯

龍 PDG Doctor，經確認取得完訓資格後，將核可該社取得申請地區

獎助金之資格。 

 專用信箱 : gms20@rotary3460a.org.tw 或 gms20@rotary3462.org.tw。 

四、 如有疑問，請洽 2020-21 年度總監籌備處，聯繫信箱請寄 

 3462dg2021@gmail.com 

 五、謹此函知。 

附  件：地區獎助金研習會 GMS 線上研習步驟 

 

(四)、主旨：鑑於新型冠狀肺炎蔓延，經過審慎討論決定取消第三屆地區 

            年會，並舉辦千人視訊公益結合防疫活動，如說明，惠請轉 

            知查照。 

說   明： 

一、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2019-20年度第三屆地區年會因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蔓延之因素，考量到全體社友暨寶眷之健康與安全，經地

區年會委員會 Melody 主委召開會議，經委員會審慎討論結果，考慮各

種可能性之後，徵詢各區助理總監及彙整部份社友之意見，最後呈請

總監做出第三屆地區年會取消的決定，並另籌劃公益結合防疫千人視

訊替代方案。 

二、從現況來看，我們無法確保年會期間以及其後不至於受到新型冠狀 

    病毒的威脅。許多已經註冊的扶輪社也對今年召開年會感到憂慮，但 

    也有許多人抱著希望能按照計畫進行年會活動，歷經多次會議審慎評 

    估與行銷公司策劃一個頗具意義公益結合防疫的捐款活動，可以在政 

    府首長的見證下，捐助各項防疫的設備及物資給地方政府機關，用實 

    際行動，展現扶輪行善天下的精神，不但提升扶輪的社會形象，特別 

    是當我們伸出援手，提供希望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時，我們更能感 

     覺到扶輪連結的力量。 

  三、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公益結合防疫千人視訊捐款活動 

1. 舉辦日期：2020 年 4月 19 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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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2. 活動地點：臻愛花園飯店 

3. 活動內容： 

(1) 邀請 蔡英文總統、行政院長蘇貞昌、內政部長徐國勇等重量級

政府首長以及扶輪前輩 PRIP Gary & PRID Jackson 等參與視訊，

共同見證台灣人的團結精神與科技實力！ 

(2) 主場地台中，並設兩處移動式採訪地點彰化及南投，同步連線。 

       四、鼓勵地區各扶輪社共襄盛舉，贊助防疫費用，建議各社召開理事會，

將下列今年度已編預算，可「以各扶輪社名義轉捐款」。 

    1.各扶輪社第五年每位贊助 2021 世界年會 1,000 元。 

    2.每位社友應繳交之分攤費 1,000 元扣除已發生之部份尾款。 

    3.每位已繳交之 1,200 元報名費。 

       4.各社友贊助年會摸彩之職務捐。 

       五、防疫捐款的使用可採購防疫救護車、防疫包以及宣導用之布口罩等

等…，或全數捐給政府購買防疫設備支援本國或他國。 

       六、捐款金額超過一萬元以上，捐款人姓名以及扶輪社的轉捐款也會以

扶輪社的名義穿插在直播之跑馬燈上，且會將捐款名單編製在地區

年度報告書之手冊上。  

       七、敬請各扶輪社將捐款於 2020 年 4 月 16 日(四)前匯入地區總監辦事

處指定銀行帳戶或請以支票方式寄至總監辦事處。 

      1.電匯銀行   聯邦銀行文心分行   銀行代碼 : 803 

        銀行帳號 : 034-10-0032928   戶名 : 黄進霖 賴銘堂  

        連絡電話 :  04-7376286 

        信    箱 :  3462dg1920@gmail.com 

        八、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國際扶輪表揚獎項 

※RI 扶輪獎 (2018-19 年度) 金牌獎 (Gold Distinction) :大里國光社 
地區表揚獎項林炳村 Jason  劉國勳 Andy 

※地區執行秘書貢獻獎曾建忠 Net 

※地區服務傑出獎黃國卿 Injection 劉顯彰 Arch 蔡秋明 SP  

mailto:3462dg192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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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仕銅 Copper 黃文隆 Life 劉憲隆 Gear 曾復興 Pharma 邱翊紘 Willy  

鄭宇宏 Michal 吳彥恆 Skin 王國瑋 David 黃志豐 Press 

※地區年會辛勞獎大里國光社 : 鄭宇宏 Michael 
※Paul Harris Fellow 保羅哈里斯之友 PHF 捐獻獎 
何應欽 PAR 康賜鑫 Kang Kang 林炳村 Jason 張明選 S.T 劉國勳 Andy  
曾復興 Pharma 曾建忠 Net 黃國卿 Injection 黃文隆 Life 李楨祥 L.S 
※最佳社務獎何應欽 PAR 
※最佳輔佐獎康賜鑫 Kang Kang 
※職業特殊奉獻獎林炳村 Jason 張明選 S.T 鄭宇宏 Michael 
黃承偉 Rolling 陳益武 Mike 黃志豊 Press 吳彥恆 Skin 王國瑋 David 
※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曾建忠 Net 
※青少年交換功勞獎王國瑋 David 
※連續 10 年以上 100%出席者獎賴基詮 Watch 林炳村 Jason 張明選 S.T 

廖欽炯 Trans 李國文 Cnc 蔡秋明 S.P 戴百樟 Fruit 莊榮華 Rain 

張煥文 Power 劉國勳 Andy 曾復興 Pharma 劉顯彰 Arch 曾建忠 Net  

黃國卿 Injection 李盛明 Computer 周國昌 Jou  林登華 Alumi 

林銘鍳 Shoes 蘇武宗 Air 黃文隆 Life 陳益武 Mike 陳鴻文 Designer 

※社務發展卓越獎大里國光社 
※優良社刊獎大里國光社 
※職業服務獎大里國光社 
※國際服務獎大里國光社 
※社區卓越獎大里國光社 
※扶輪之子認養服務獎卓越獎 : (認養 50 位以上) 
台中東海社 台中北區社 大里國光社 鹿港東區社  
※新世代服務獎 Interact(扶少團) Rotaract(扶青團) RYLA 
※生命橋樑計畫贊助獎大里國光社 
※柬埔寨國際醫療義診贊助獎大里國光社 
※日月潭國際營隊贊助獎大里國光社 
※扶輪日參加及贊助獎大里國光社 
※馬拉松贊助獎大里國光社 

※根除 C 肝扶輪守護健康計劃獎愛肝 Rotary:大里國光社 

※公共關係獎大里國光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大里國光社 
※扶輪基金貢獻獎大里國光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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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Pres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133 次例會，3月 27 日例會 

1.社友人數:58 位   2.出席人數:43 位   3.出席率:74 % 

 

Net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136 次例會 4 月 9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專題演講:扶輪的新世代計 

劃 主講人:曾建忠 P.P.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主講人學.經歷】 

職業分類:電腦網路系統  

現職:翰寧電腦有限公司 www.hn.com.tw  

學歷:逢甲大學 EMBA 高階管理  

社名:NET 夫人:麥鳳琴 Yvonne 

  

大里國光社扶輪經歷 :  

2008 年 7月加入大里國光扶輪社  

2009 ~ 2010 年度 理事、社刊主委  

2010 ~ 2011 年度 理事、社刊主委、RYE 青少年交換主委  

2011 ~ 2012 年度 理事、會計、新世代服務主委、RYE 青少年交換主委、扶

少團主委  

2012 ~ 2013 年度 理事、新世代服務主委、扶少團主委  

2013 ~ 2014 年度 理事、秘書、RYE 青少年交換顧問、扶少團顧問、保羅哈

里斯之友  

2014 ~ 2015 年度 聯誼主委、RYE 青少年交換顧問、扶少團顧問、扶青團輔

導代表  

2015 ~ 2016 年度 理事、副社長、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扶青團輔導代表、

草悟道社輔導委員  

2016 ~ 2017 年度 理事、社長 2017 ~ 2018 年度 理事、直前社長、 國際服

務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18 ~ 2019 年度 STAR 會議主委、電腦網路資訊主委、職業訓練團隊 VTT 

主委  

2019 ~ 2020 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節目主委、STAR 會議主委  

 

 

 

http://www.hn.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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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扶輪經歷 : 

2011 ~ 2012 年度 泰國曼谷世界年會  

2012 ~ 2013 年度 地區扶少團委員  

2013 ~ 2014 年度 地區 RYE 青少年交換委員  

2014 ~ 2015 年度 地區扶輪之子副主委、地區 RYE 青少年交換委員、地區 

RYLA 領袖獎委員、地區 37屆年會分組討論服務計畫組  

2015 ~ 2016 年度 地區扶輪之子副主委、扶輪領導學院 RLI 第 28 期、地區

RYE 青少年交換委員、地區講習會(DTA)主講人  

2016 ~ 2017 年度 地區扶輪櫥窗 SHOWCASE主委、地區職業道德與成就獎勵委

員會副主委、地區扶輪之子副主委、地區 RYE 青少年交換委員、2-3分區 RCC 

委員會主委、地區職業訓練團隊 VTT、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泰國職業服務

電腦教育  

2017 ~ 2018 年度地區扶輪之子副主委、地區青少年領袖獎 RYLA 副主委、地

區 RCC 資訊委員會副主委、地區 RFE 友誼交換委員會副主委、地區年會議事

委員會程序組、地區講習會社層級訓練師 CTTS 講習會講師 、地區訓練講習

會 DTA 講師  

2018 ~ 2019 年度 地區資訊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年領袖獎 RYLA 主委、

地區 RCC 副主委、地區扶少團委員、地區扶青 OB 入社副主委、地區年會議

事委員會執行長、地區扶輪之子委員、地區新世代服務研習會 DM , PI&NGS 

主講人、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地區領導人訓練研習會 RLDTM 主講人  

2019 ~ 2020 年度 地區執行秘書、地區總監月訊副主委、地區 RCC 資訊委員

會副主委、地區人才庫副主委、地區青少年領袖營 RYLA 副主委、地區 RYE 

青少年交換委員、地區社長當選人 PETS 扶輪基金引言人、 地區 DTA 訓練研

習會服務計畫引言人、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 PETS 主講人 

※是日召開 4 月理事會會後請理事留步 

 

 

二.第 1137 次例會 4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3:00 節目:職業參訪牙膏達人~ 

   品致企業有限公司，地址: 台中市大里區仁化工 16 路 50 號。 

三.第 1138 次例會原 4 月 23 日變更至 4 月 25 日(星期六)下午 5:30 

節目: 社區服務團及扶青團團務報告.寶眷聯誼暨扶輪家庭聯誼活動  
   地點:醉鴛鴦啤酒庭園廣場 台中市公益路二段 266 號 04-22513966。 

四.4 月 30 日(星期四)適逢第五周，經 3 月份理事會決議休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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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9-20 年下半年度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明細如下常年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100 元 共 31,100 元(31,100-

1000=30100 為社友實際繳費金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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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2021 世界年會每位社友贊助款一千元， 因經濟部業已同意贊助場地

費，世界年會籌備會已發文告知今年度免收世界年會贊助款，本社已於上

半年度社費時已向社友收取此筆費用經 12 月理事會決議通過轉抵下半年社

費費用一千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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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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春季旅遊行程表 
委辦單位： 台中大里國光扶輪社 旅遊日期：109 年 6 月 6~7 日/六日 

路線天數： 台南/安平 (二天一夜)  

路線特色： 

歡迎蒞臨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位於自然生態

與歷史人文古蹟所在地-安平，地理位置得天獨厚，距離台南機場、台

南火車站、高鐵台南站，只需要 20至 40分鐘車程。驅車 5分鐘即可

抵達台江國家公園、四草紅樹林隧道；近在咫尺的安平古堡、安平老

街，可盡情飽覽名聞遐邇的旅遊勝地。 

酒店建築巧妙融合了現代時尚元素與在地文化精神之特色，無論是度

假休閒、商務會議，還是浪漫婚禮，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都將是您

心儀之選。 

D1/  

07:30-出發 台中/大里國小出發國道南下/金龍旅遊安平大員皇冠酒店精彩 2日! 

10:00+2h 

月世界地景公園田寮月世界遊客中心/共有登月步道、環湖步道、惡地

步道及嫦娥奔月絲路天空步道 

美國有線電視 CNN於 2014年 1月 22日以頭版刊登 愛上高雄十大理

由,其中說到 Moon World月世界正是來到高雄必去的景點之一呢!觀景

台就有嫦娥奔月觀景台、弦月觀景台、月池眺景台,眼前的這條木棧道

階梯叫嫦娥奔月絲路(五里坑溝步道)介於高雄的田寮跟龍崎的交界處,

是 2014 年才興建完成,共有 421階梯。 

 

12:00-午餐 
午餐/頭前園餐廳, 招牌菜泥火山雞為老闆精心研發, 以泥火山泥漿包

裹放山土雞… 

13:30+1.5h 

目前最夯景

點接駁時間

難測 

崗山之眼高雄最夯新地標/視野遼闊震撼 鳥瞰大高雄的天空步道 

崗山之眼以唯美的樂器外型作為設計,登上天空步道，景緻迷人視野遼

闊震撼,感覺能將整個大高雄盡收眼底啦,賞景時微風徐徐吹來，更是

放鬆怡然,園區裡還有特色市集和小吃… 

大客車/阿公店水庫搭乘接駁車(08:20~16:10),15 至 20 分鐘一班是情

況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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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0+1h 

 

安平定情碼頭德陽艦園區/「德陽 DDG-925 飛彈驅逐艦」其德陽兩字

取自「德披天下，陽照寰宇」 

1979年 10月 1日起，開始肩負維護臺海安全的重責大任，在臺服役期

間執行過許多秘密任務及友邦敦睦，並於西元 2005 年 4 月 1 日除

役。退役後的德陽艦，與已沉入海底成為魚礁的其他同型軍艦命運大

不相同，2009 年在臺南市政府及多方單位的努力之下，終於將德陽艦

停泊於現今位址「臺南安平港」，經過一年多除鏽、粉刷等重大工

程，終於在 2010 年開放民眾參觀。 

https://youtu.be/B3SV6s0mSWo 

17:30-晚餐 

晚餐阿美飯店/一甲子的傳統台菜享譽台南,招牌菜砂鍋鴨及砂鍋魚頭 

翻開 1902 年的酒樓台菜菜單,如魚翅、蟳、蝦、鰻、鱉、魚、蛙,這些

珍饈已在台南當地流傳百年,也就是俗稱的酒家菜,部分在阿美飯店得

以重現,阿美飯店保留傳統料理手法,讓顧客感受在地飲食活歷史。 

20:00-設施 

台南安平(宿),大員皇冠假日酒店/酒店建築巧妙融合了現代時尚元素

與在地文化精神之特色 

無論是度假休閒、商務會議，還是浪漫婚禮，台南大員皇冠假日酒店

都將是您心儀之選。酒店佔地面積約 1.5萬平方米(4,500 多坪)，由

IHG洲際酒店集團管理，隸屬於台南大員開發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06:00-

23:00 

酒店設有健身中心，提供室內恆溫游泳池、兒童戲水池和男女三溫

暖，讓您的身心得到全方位的調適與舒展。 

另設有兒童專屬的遊戲天地，採用包覆性佳及色彩鮮明之裝潢，多樣

化的遊樂設施、多元化體驗課程讓您的寶貝們可以盡情嬉戲，享受親

子互動的美好時光。 

06:30-

10:30 

17:30-

21:30 

元素 位置： 1樓 提供：早餐, 午餐, 晚餐 全日餐廳位於酒店 1樓，

211座位數 

開放式廚房、現做菜品菜色精緻多樣，上百道中西式佳餚自助餐點，

任您嚐味。結合時尚與摩登的用餐空間，讓人一進來就徜徉在輕鬆舒

適的氛圍當中。 

D2/ 2020年 06月 01日, 日出 05:13:11 AM, 日落 06:40:47 PM 

http://www.teyang925.com.tw/index.asp
https://youtu.be/B3SV6s0mS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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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早餐 

飯店內行程 

10:30-

CheckOut 

皇冠假日(晨喚/Buf),休閒設施+午餐特色料理+下午鹿港三輪車老爺夫

人之旅! 

飯店佔據絕佳地理位置，坐落在鹽水溪出海口附近，緊鄰 8.8公頃的

湖濱水鳥公園，正對面則是海陸域總面積達 3萬 9,310公頃的台江國

家公園。飯店坐擁無敵海景與生態綠廊，不僅擁有豐富的生態資源，

著名的安平夕陽第一美景更是近在咫尺，飯店為此規畫有景觀客房，

讓其成為最佳賣點。 

 

08:00+2h 

飯店外行程 

皇冠飯店外健行導覽之旅13m夕遊出張所7m樹屋9m 劍獅埕… 

 

12:00-午餐 
午餐/鹿草和樂食堂餐廳, 嘉義鹿草 50年老店,品嚐奇異料理、在地好

滋味 

14:30+2h 

鹿港小鎮三輪車悠遊/古蹟.小吃.印象中的鹿港小鎮 90 分鐘(視停留時

間安排景點) 

天后宮停車場城隍廟天后宮新祖宮南靖宮藝文館藝術村

九曲巷意樓十宜樓興安宮 

龍山寺書法大道石夏街民俗文物館丁家大宅鎮史館宮后社

區天后宮停車場 

古蹟解說/1.5h,天后宮或龍山寺,鹿港民俗文物館,鹿港小吃~鹿港來吃

蚵仔煎、蚵仔湯,其肥美料多的程度,可是外地比不上的,30 多年的輝鴻

蚵仔煎最有名,振味珍的鮮肉包子與玉津春的素包、芋頭饅頭,皆料實

味美…手冊提供美食導覽建議!  

 
17:30-晚餐 晚餐/芬園古早雞農場餐廳, 結合在地農特產食材的風味料理… 

 國道北上/快樂賦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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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及各項活動照片 

  
            109.03.12 社友職業分享-王進益 Rice & Commander 

  
               109.03.13 北屯社社慶 31 周年紀念慶典 

  
     109.03.15 國光幸福自行車隊 & 109.03.17 寶眷聯誼會手工藝 DI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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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8 休閒.寶眷聯誼暨扶輪家庭聯誼活動-大坑谷明土雞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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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扶輪思索第 116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例會為了輕鬆是否可以不安排演講？ 

於各社的扶輪社細則的第十三章例會程序內，就明白規定每週例會中應有

的程序項目，特別是要有演講或其他聯誼節目。因為我們扶輪社是服務性

的團體，每年都有不同服務的計劃與目標，每次相聚都應為這些目標而砥

勵。因此，例會節目應盡量強調扶輪主題，不要只單純地側重興趣娛樂，

而使得扶輪社變成一種純粹的社交社團。 

是故，於程序手冊中就明確要求例會節目，除了演講外，節目的安排也應

著重於下列兩個重點: 

一. 為提倡交換服務計劃，並促進社際間之連繫:各社可設法邀請地區內其

他扶輪社社長參加本社例會，並請其簡要報告其社務工作計劃與有關活動。 

二. 建議各扶輪社定期舉行專門討論社務、活動、和社內事項的會議。 

更鼓勵扶輪社每一年度至少安排一項會議節目，介紹扶輪基金會的目的、

計劃及基金發展活動，最好在11月「扶輪基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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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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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