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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五月十八日 

第 20卷第 25期 

第 1003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60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大里國光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s:Every Thursday 6:30pm 

Add:1F.,No.32-2,Aixin Rd.,Tali 

Dist.Taichung City 412,Taiwan 

Tel:886-4-24070672  

Fax:886-4-24071295 

社址:台中市大里區愛心路 32-2號 1F 

電話:(04)-24070672傳真:(04)-24071295 

 

 

      

      本週例會 5月18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黃志豊 Press 

      專題演講: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蔡政憲Human社友、陳奕源Daniel社友 

     

 

 

  
 

  
 

社 長：曾建忠 副社長：鐘錦坤  秘書：何應欽  會計：張祈雄 糾察：陳威岳 

 

 節目主委：劉國勳 

出席主委：林毅勳 

聯誼主委：邱翊紘 

社刊主委：葉仲任 

授證主委 : 黃輝錦 

 

社 務 行政主委：鐘錦坤 

社員委員會主委：康賜鑫 

服 務 企劃主委：劉憲隆 

扶 輪 基金主委：曾復興 

公關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新世代服務主委 : 陳鴻文 

 

2016-2017 年度理事 

曾建忠、林炳村、張明選 

鐘錦坤、黃輝錦、何應欽 

劉顯彰、李國文、康賜鑫 

曾復興、劉國勳、張祈雄 

吳宗隆、劉憲隆、黃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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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各位社友、各位夫人， 大家晚安..大家好！ 

 

    時光飛逝 ~ 一年任期即將接近尾聲，感謝大家的一路支持與鼓勵 ! 

謝謝大家給NET這個機會，讓我與團隊~用一年的時間來為各位服務，增長

了見聞也開拓了扶輪視野，我非常珍惜在這一年任期之中，能有這個緣分

可以與各位社友及夫人共同努力… 並一同綻放大里國光社20屆的榮耀， 

NET將持續推動扶輪社務，直至完成傳承交棒的任務 ! 

    五年一度的20週年授證儀式以及助理總監之夜，這兩項重要慶典活動

在熱鬧的氛圍中圓滿落幕，感謝社友及夫人們的踴躍出席及分工合作，地

區團隊以及金蘭社、菲律賓馬尼拉大學區社、友好社、及2-3分區八社的踴

躍支持，謝謝大家的熱情相挺! 在此也要向各位致歉，由於程序節目較

多，也因此耽誤大家用餐時間，在此再次向大家表達歉意。 

 

    社長任期雖已將近，但5月份還有幾項服務活動將安排進行: 

今晚的大里國光軟式壘球隊贊助金費計畫. 

興大附中合唱團代表隊-新加坡比賽旅費贊助計畫 (贊助30,000. 助理總

監之夜募款82,000) 

國光公園- PM2.5空氣品質監測設備啟用儀式 

中寮國中清寒學生火災案件-共計3位學童補助學務用品共計30,000元 

….活動都將在5.6月份陸續展開。 

 

   近日NGSE交換計劃學生SARAH因故~腳部受傷，祝福她早日康復，也麻

煩請接待家庭多費心了. 

今晚的例會節目， 鄭重安排我們優秀的兩位社友HUMAN及DENIEL，來為我

們進行職業分享，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分享之夜，值得大家好好來聆聽 !  

最後在此再次 歡迎我們今晚來參加見習的新社友們，歡迎你們來到扶輪

的大家庭! 

   感謝今晚全體例會的社友及夫人    祝福 心想事成.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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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  旨：為推廣各社參加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特舉辦2017-18年

度地區RYE研習會，敬邀相關社員參加，如說明，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 本辦事處106.04.25.雄總字第060425001號函諒敬邀察及。 

 

二、 D3462地區2017-18年度地區RYE研習會 

（一）時間: 106年5月20日(星期六)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 

（二）地點: 明道大學-開悟樓小劇場(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

號) 

（三）出席人員：2017-18年度助理總監、地區秘書處、地區RYE

委員會委員；2017-18年度各社社長、各社秘書、暨各社

RYE委員會委員等。 

三、 研習會課程內容： 

(1)認識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 

(2)角色與責任 

(3)案例討論與提問 

四、 本案聯絡規劃：D3462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 王麗娟

Amy 

電話 : 0938-135180、E-mail: amy1012@atrade.com.tw 

 

(二)、主  旨: 核轉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有關台灣扶輪月刊開放

國外華語扶輪社友投稿諸事宜，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1.兼復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106.04.24  

(三)、主  旨：公告2019-2020年度3462地區總監提名指定人黃進霖Maclin

社友（彰化南區扶輪社），惠請查照轉知。 

說明： 

mailto:amy1012@atrad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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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2016程序手冊國際扶輪細則14.020.10規定(p.54)暨

106.04.24.雄總字第060424001號函辦理。 

二、 上開旨揭：「至地區總監規定之截止日期：2017年05月08日

(一)，並未收到地區內各扶輪社此項挑戰提名」。 

三、  依同款規定向「3462地區各扶輪社」宣布如主旨，惠請查照。 

四、 2019-2020年度總監提名人，應呈報國際扶輪秘書處之文件資料

如附件，即請速予填報惠覆。 

五、 待填寫完備後，請郵遞掛號寄交地區總監辦事處核辦。 

六、 依據國際扶輪細則14.010.規範(p.52)，即日起迄06月30日止，

請使用「總監提名人指定人DGND」頭銜。 

七、 附註：DGND全文為District Governor-Nominee-Designate。 

 

LIFE RYE主委報告 

(一)、 

主  旨：本地區擬舉辦接待學生澎湖旅遊，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交

換學生準時報到，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週知。 

說  明： 

一、 茲附上今年度接待學生澎湖旅遊行程表，如《附件一》；請各

接待社務必協助交換學生辦理請假事宜，也請各接待家庭準

時將學生接送至集合地點，函請查照辦理。 

※集合時間：106年05月15日(一)早上10:50，勿遲到，請通知學生穿著輕

便服裝並務必攜帶居留證與健保卡，集合時統一繳給RYE委員會負責人員

保管及處理登機事務。 

※解散時間：106年05月18日(四)預計出關約12:30，請各接待家庭當天與

學生聯絡到達台中之確切時間，並準時將學生接回。 

二、 參加活動前，請貴社RYE輔導顧問告誡外籍學生需遵守RYE各項

規則與參與本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學生若違反規定將直接取

消本次活動後續參加資格。 

三、 對本活動如有疑問，請與活動事務組長聯絡：阮仁川先生 

Wasabe(手機: 0911-106833‧烏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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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  旨：茲為慰勞本地區Inbound學生參與舞獅訓練，擬舉辦阿

里山一日遊，請貴社通知所接待之外籍交換學生準時報到並協助請假事

宜，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週知。 

說  明： 

一、 為體恤舞獅隊Inbound學生多次認真參與舞獅訓練，本地

區RYE委員會預定於05月22日(六)舉辦阿里山一日遊，以慰

勞舞獅隊Inbound學生之辛勞。 

二、 本活動特別感謝下列人員共同出資贊助： 

 地區RYE委員會主委林石清Bio (台中惠來社)、 

 活動事務組組長阮仁川Wasabe (烏日社)、 

 第四分區副主委吳宗隆Teacher (大里國光社)、 

 訓練事務活動組副組長林子焮Simmons (豐原西南

社)、以及 

 第五分區委員許永洧Circle(八卦山社)。 

三、 阿里山一日遊說明： 

※集合時間：106年05月22日(一)早上08:00集合，08:30出發，逾時不候。 

※集合地點：哈漁碼頭(台中魚市場大門口)，地址：台中市南屯區環中路

四段二號。 

※山上天氣多變，請通知學生穿著輕便服裝、便鞋並攜帶保暖衣物。 

※解散時間：預計19:00返抵台中，請各接待家庭當天與學生聯絡到達台

中之確切時間，並準時將學生接回。 

 

四、 對本活動如有疑問，請與活動事務組長聯絡：阮仁川先生 

Wasabe (手機: 0911-106833‧烏日社) 

 

(三)、主  旨：公告2019-2020年度3462地區總監提名指定人黃進霖Maclin

社友（彰化南區扶輪社），惠請查照轉知。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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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2016程序手冊國際扶輪細則14.020.10規定(p.54)暨

106.04.24.雄總字第060424001號函辦理。 

二、 上開旨揭：「至地區總監規定之截止日期：2017年05月08日

(一)，並未收到地區內各扶輪社此項挑戰提名」。 

三、  依同款規定向「3462地區各扶輪社」宣布如主旨，惠請查照。 

四、 2019-2020年度總監提名人，應呈報國際扶輪秘書處之文件資料

如附件，即請速予填報惠覆。 

五、 待填寫完備後，請郵遞掛號寄交地區總監辦事處核辦。 

六、 依據國際扶輪細則14.010.規範(p.52)，即日起迄06月30日止，

請使用「總監提名人指定人DGND」頭銜。 

七、 附註：DGND全文為District Governor-Nominee-Designate。 

 

(四)、主  旨：請通知貴社2017-18年度長期派遣學生準時參加結業典

禮，如說明及附件，函請查照。 

說  明： 

一、 茲訂於2017年05月27日(星期六)辦理派遣學生結業典

禮，請貴社通知各派遣學生與家長“務必準時”參加，程序表

與地圖如《附件》，派遣學生當天務必著RYE制服出席。 

二、 請各派遣學生務必於05月21日(日)前上網填寫參加回條(網

址：https://goo.gl/forms/IktU2xF4QlccZ6J63)，家長代訂便當每份100

元，請事先預備好“整數現金”繳交，現場恕不找零，便當訂

購後恕無法退訂。 

三、 若有疑問，請E-mail聯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小姐

(E-mail: d3460yep@hotmail.com‧電話：

04-2223-3460 ‧傳真：04-2226-3460)；或助理Maíz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1000次例會，4月29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78位  3.出席率: 94% 

https://goo.gl/forms/IktU2xF4QlccZ6J63
https://goo.gl/forms/IktU2xF4QlccZ6J63
mailto:d3460yep@hotmail.com
mailto:d3460yep.af@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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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原5月25日(星期四)第1004次例會變更至5/27(星期六) PP.PU 

 千金出閣，時間18:30  地點:台中林酒店 廳別:三樓 全球+環球廳 

 

(二)、6月1日(星期四)第1005次例會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社友時間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三)、原6月8日(星期四)第1006次例會變更6/11(日) 舉辦亞特蘭大 

      世界年會-休會一次。 

 

(四)、原6月15日(星期四)第1007次例會變更至6/23(星期五)舉辦感恩 

       晚會。  地點:台中潮港城餐廳 

 

(五) 、原6月22日(星期四)第1008次例會變更至6/30(星期五)舉辦 

       20、21屆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禮。報到時間17:20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TOOL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2016-17年 下半年度社費 

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利社務推動，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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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2016-17下半年度社費，收費明細如下:常年會費$30,000、扶輪月刊 

  $600、RI會費$750、贊助台北扶輪年會$1,000，共$32,350元 

三、寶眷社友收費明細如下:RI會費$750，共$750元 

四、社長:10點 副社長:5點 秘書:3點 理事:2點 社友:1點 合計:91點 

    210945 / 91 = 2318  (分攤金如下) 

     

社長:$23180 副社長:$11590 秘書:$6954 理事:$4636 社友:$2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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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訓練講習會                參加馬尼拉姊妹社授證 

  
恭賀SKIN社友榮任化妝品公會理事長 助理總監盃分區八社高球聯誼賽 

 

     慶祝母親節活動                        RYEMT 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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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0屆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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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1屆八社聯合例會暨助理總監之夜 

 

 

 

 

第136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讓我們來探討關於防止失明計畫Avoidable 

Blindnessprojects。59由於體認到這問題的迫切性，於是全世界的扶輪

社和地區針對防止失明盡全力發展配合獎助金計劃並且幫助那些因喪失

視力而受苦的人們。已進行了數千個白內障手術那就是配合獎助金的成

果，與此相關的許多國家包括了墨西哥、南非、美國、黎巴嫩、印度和土

耳其。烏拉圭和阿根廷的扶輪社合作提供設備給烏拉圭的蒙特維亞的盲人

圖書館。並且，由於配合獎助金的成果，尼泊爾和美國的扶輪社獲得資金

提供尼泊爾加德滿都的孩子視力保護螢幕、眼鏡和矯正手術。 

          讓我們瞭解到扶輪社友對於視力恢復做得如此多不是很好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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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服務人類 

 

2016-2017年度扶輪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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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