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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第 1100121 期  
 

                     本週例會 

 

日    期： 1 月 21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    點： 菊園婚宴會館 

專題演講：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主 講 人：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吳本源 HOUSE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里國光扶輪社 

 

第 1172 次例會 

第 24 卷第 15 期 

中華民國一一 0 年一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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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黃文隆  社長當選人：廖繼鋒  副社長：李國文 秘書：黃志豊  會計：王國瑋  糾察：趙宏智 

2020-21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廖繼鋒   

黃文隆、何應欽、黃志豊    社員委員會主委: 姚忠逸  節目主委: 林毅勳 

張明選、李國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鄭宇宏                 出席主委: 詹振忠 

曾復興、廖繼鋒、邱仕銅    扶輪基金主委: 劉國勳                 聯誼主委: 張明選 

陳信宏、陳威岳、鄭宇宏    公共關係主委: 曾復興                         社刊主委: 李盛明 

林毅勳、王國瑋、姚忠逸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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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社長的話 

 

    講師、社當、秘書、各位 P.P.、社友、夫人、大家晚安!  

    今天例會演講的議題和大家習習相關，現在房地產正持續

的看漲中，而在房仲業裡出現一種新的住屋經濟，叫做 “包租

代管”，什麼叫包租代管？什麼商機？ 

今天邀請到的是業界的喬楚：台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

同業公會理事長 吳本源 House，也是本社的優秀社友； 

就在 2-3 個月之前擴大營業，在新的辦公室辦了一個感恩茶

會。請他為我們介紹不動產經紀新的租賃方式，今天有聽到演

講的各位社友賺到了！。 

    最後還是要提醒大家，天氣多變化，陰晴不定，又逢病毒

情況時好時壞，大家注意保養，勤洗手、勤戴口罩。 

祝大家有美好的夜晚！ 

 

 

 

 



  
   

 3 

2020-2021 年度 第 1100121 期  
PRESS 祕書報告 

 

 

恭喜社友 MOLD 公司捷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廠落成 

邀請本社社友、夫人及寶眷一同前去祝賀，沾沾喜氣！ 

 同一天晚上是我們大里國光社的春節蘭花頒贈寶眷聯誼暨扶輪家庭

活動，大家在 MOLD新廠泡完茶，嗑完瓜子就準備回來吃晚餐，地點定在

菊園婚宴會館-永隆店，是我們大家的尾牙宴！要來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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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172 次例會 1月 21日(星期四) 
邀   請：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       

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吳本源 

專題演講： 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經   歷】  

中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

全國聯合會副理事長/常務

監事召集人  

臺中市不動產經紀人員獎懲委員會委員

(地政局) 

臺中市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榮譽理事長 

臺中市不動產聯盟協會 常務監事 

中華民國不動產聯盟總會 理事 

第 10屆金仲獎經紀人大獎 

台中市大里區永隆國小家長會會長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 2004 理事暨中一區執行長 

中華民國警察之友總會鐵路警察分會新烏日辦事分處副主任 

現任： 臺中市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演講摘要】 

何謂社會住宅包租代管? 房東有何優惠?  房客有何優惠? 
 

 

二、 第 1173 次例會 1 月 30日(星期六)下午 6:30 
節   目： 春節蘭花頒贈寶眷聯誼暨扶輪家庭活動 

地   點： 菊園婚宴會館-永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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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OW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 第 1171 次例會，1月 14日(星期四) 

國光教育基金頒發 

專題演講：空氣污染與肺部疾病 

主講人：中山醫院胸腔科主任 吳子卿醫師 
1.社友人數:58位   2.出席人數:38 位   3.出席率:66% 

 

COMMANDER 糾察報告 

 

第 1171 次例會 1 月 14 日社友歡喜：黃文隆 1000 元、黃志豊 500 元、 

林炳村 300 元、張明選 300元、廖欽烱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 

曾建忠 300 元、鐘錦坤 300元、何應欽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500元、黃承偉 200 元、張祈雄 300 元、 

葉仲任 300 元、鄭宇宏 300元、林毅勳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 

趙宏智 300 元、李宗遠 300元、何尉旗 300 元。講師吳子卿 2000 元 

共 9,300元   感謝社友、來賓歡喜 

 

DAVID 會計報告 

即日起收取下半年款項如下： 

 2020-21下半年度社費收款 

社友$31100元、請假社友$19100 元 

 PP.ANDY娶媳婦喜宴禮金 $2600/每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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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收款項請以現金支付為主，感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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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 扶輪家庭主委報告 

*** 7 月-合併父親節寶眷聯誼活動 

*** 8 月-合併 2020-21 歡迎總監公式訪問活動 

*** 9 月-合併中秋節寶眷聯誼活動 

** 10 月-合併重陽節寶眷聯誼活動 

** 11 月-合併 11 月寶眷聯誼慶生活動 

** 12 月-合併聖誕節寶眷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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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4 屆 1 月理事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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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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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1.14 國光教育基金頒發暨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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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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