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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年十月二十日 

第 20卷第 13期 

第 97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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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0 日  星期四 

        時 間:下午6:30 

        地 點:青年高級中學         

        司 儀:林文耀ALAN 

        節 目: 藝術的巡禮-青年高中職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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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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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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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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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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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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位小扶輪，大家晚安！ 

上週10/8(六)於溪頭地區舉辦重陽節健行暨女賓夕.家庭爐邊活動，於餐

後前往舞二茗茶職業參訪，感謝 舞二茗茶 – TEA社友的熱心提供會場並

安排製茶過程介紹及現場精心安排的團康遊戲，也讓其破費準備了豐富的

獎品及茶品…在此與全體社友及夫人，再次向舞二茗茶 全體人員表達感

謝之意。  

感謝重陽節活動 薩克斯風隊的熱情贊助演出. 

感謝 社長.秘書PAR .PP CNC .PP ANDY .職業服務主委COPPER .贈送職業

參訪社友精美茶葉禮盒 

感謝 PP PHARMA 贈送全體社友金孫滿月蛋糕. 

本週在地區扶輪之子主委PP Jason及本社扶輪之子主委PP Rain的帶領

下，我們拜訪了中寮地區4所學校，以及興大附中.大里高中.大里國小.光

正國小等學校…感謝副秘書長PP ST.副社長X-building. 秘書Par.及社友

PP Andy.Colling.Copper. Gear.Ratchet.James夫人等，感謝大家的熱情

參與及付出，在過程中主委PP Rain也不厭其煩的向每所學校叮嚀善款的

用途及使用情況，再次感謝主委這三年來的的辛勞.不過看到每位受獎的

同學露出的笑容神情中，我相信一切努力都值得了。 

10/30-31 我們金蘭社~南海扶輪社將規劃2日行程，來到台中與我們以及

嘉義中區社，舉行三社聯誼杯高爾夫球賽，賽後安排職業參訪行程(玉鼎

電機.源崑吉工業) ，是日請相關人員協助活動進行，以盡地主之誼. 

月底，10/29(六) 於台中潮港城宴會廳，要再次恭喜我們社員委員主委 康

康的大千金即將於舉辦文訂喜宴，是日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分享

幸福喜悅!NET謹代表全體社友及夫人獻上最誠摯的祝賀之意 ! 

今天我們來到台中的藝術學府-青年高中，將進行一趟藝術的巡禮!讓我們

更深入的了解在地的學府，如何在藝術領域培育這麼多的優秀人才，感謝

JOHN 張主任的精心安排策畫....請讓我們拭目以待! 

祝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及小扶輪   心靈福至.平安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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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雄總字第051014001號 

受文者：國際扶輪3460地區15-16年度各接待扶輪社暨接待家庭 

國際扶輪3460地區16-17年度各接待扶輪社暨接待家庭 

附 件： 

1. Inbound學生年度行事曆與注意事項   2.同意書  

3.臺灣文化旅遊預定行程參考   4.澎湖旅遊預定行程參考  

主旨：函請轉知Inbound學生年度活動行事曆公告與相關活動註冊通知，

請各接待社通知所有接待家庭並避開訓練日或活動日行程，查照。 

說明： 

一.感謝貴社熱心接待本地區之外籍交換學生，為方便各接待社與接待家

庭安排Inbound學生活動，請貴社通知各接待家庭與所接待之Inbound學生

參考《附件1》地區RYE年度活動行事曆，以避免活動安排衝突。 

二.活動期間若巧遇非假日時，請接待扶輪社協助Inbound學生向接待學校

請假，以利學生順利出席相關活動；學生若因故未能參加本活動，接待社

須事先出具公函向地區RYE委員會請假；請貴社RYE輔導人員告誡外籍學生

出席活動必需遵守RYE各項規則。 

三、本地區RYE委員會預訂舉辦Inbound學生旅遊(參考附件3.4)，為確定

參加人數與訂房、機票作業之處理，請貴社在確認學生的參加意願後(為

自由報名)，由輔導顧問於2016年10月31日(星期一)前將所代收之旅遊費

用匯款至地區RYE專款帳戶，並同時E-mail回傳掃描之匯款單據(註明學生

姓名)與簽署之同意書《附件2》供地區RYE辦事處核對，方完成註冊報名，

逾時不候。 

四、若有疑問，請E-mail聯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小姐(電話：

04-2223-3460‧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理Maíz簡小姐

(E-mail:d3460yep.af@gmail.com)。 

五、函請查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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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年10月14日 

發文字號：雄總字第051014002號 

受文者：本地區各扶輪社、分區助理總監(18 位) 

附 件：  

1. NGSE甄選辦法  

2. 中文申請書  

3. NGSE英文申請書  

主 旨: 公告本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申請辦法，並請 貴社惠予推薦優

秀青少年參加，函請查照 轉知。  

說 明:  

一、新世代服務交換（New Generation Service Exchange，簡稱NGSE），

參加年齡層自18到30歲，提供青少年職業訓練與實習或人道關懷服務。  

二、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6年12月1日(四)截止，以郵戳為憑，逾時不

受理。  

三、敬請 貴社惠予推薦優秀的青少年(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本

年度NGSE。學生申請辦法與資格詳如《附件一》之說明，請於報名截止日

前依規定繳交相關報名行政事務費及申請文件。  

四、如有疑問請聯絡本地區NGSE委員會主委劉柯成Archi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73次例會，10月6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2.出席人數: 45位   3.出席率:70 % 

 

WILLS糾察報告 

第973次例會10月6日歡喜曾建忠1000元、何應欽500元、賴基全300元、 

黃輝錦300元、林炳村500元、張明選1000元、蔡秋明300元、戴百樟300元 

劉國勳300元、曾復興300元、黃文隆300元、陳鴻文300元、吳宗隆300元

鐘錦坤500元、康賜鑫300元、邱仕銅300元、胡開化300元、黃承偉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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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仲任300元、黃志豊300元、陳威岳300元、林毅勳300元、林文耀300元

蔡政憲300元、呂榮文300元、吳本源300元、。 

共9,800元   感謝社友們熱心歡喜。 

 

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975次移動例會10月20日(星期四) 藝術的巡禮~職業參訪青年高         

級中學(與大里國光社區服務團共同舉辦) 

 

(二)、第976次例會10月27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館 

      專題報告  主講人：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LEXUS 

       (例會後報告 春季旅遊 –公主號郵輪旅遊計畫) 

 

(三) 、10月29日(星期六) 晚上6:00 社友康賜鑫KANG KANG千金出閣，文

定喜宴餐廳: 潮港城宴會廳 

 

TOOL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2016-17年上半年度社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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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換學生月報告 

學生姓名：葉旻芳 

派遣扶輪社名：大里國光 RC  

接待國家：美國  

接待扶輪社名：Shenendehowa RC  

接待地區：D7190 

目前由第 1 接待家庭接待  

現今居住地址：8 Burning Bush Blvd Ballston La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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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活動：  

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活動的情形： 

第一次參與例會日期為九月一日；固定例會時間為星期四早上七點；地點

為Saratoga Race Course。抵達地點用完早餐後便開始了例會，開會非常

流暢也順利地將禮物轉交給Shenendehowa CR的社長—Loueen。 

Anne Cargile以及Harry Cargile，他們不僅是我的接待家庭更是我的家

人。例會結束後，我們在開會的場地搭乘園區接駁車，欣賞園區內的每一

景，更近距離的觀賞賽馬。 

這是我的第一次例會，但因為Pre Calculate是我的第一堂課，因此不能

缺席，但這期間仍然有許機會能夠參加其餘的聚會，例如假日以及晚餐等

等。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目前在學校除了課程外也參加了其他的社團–International Club 以及 

Spanish Club。在校內也有認識一些來自不同國家的朋友，有的朋友從中

國來，有的朋友來自韓國更有朋友來自印度，最巧的事是來自印度的朋友

在移民前有在台灣待過一陣子！！前一陣子，我和我的朋友一同看了

Homecoming Game，這也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場Football Game。 

除此之外，我也參與了扶輪社的Interact，同時也透過我的媽媽以及美國

阿嬤將台美兩岸的Interact牽了點線，希望兩邊的Leaders可以透過郵件

保持聯絡以及討論活動幫助更多人。 

周末假日的時候，有時候美國阿嬤以及阿公會安排許多有趣的活動給我，

例如New York Fair, 2 days Hampton Beach Trip, Fireworks, Track at 

Lake Colby, Olympic Museum, October Festival, Corn Maze, Taking 

Gondola, Leave Peeking…，有時候Essex會安排活動給交換學生。這期

間交換生有兩次機會可以碰面，第一次是全體的見面，第二次則是與RYLA

的學生互動，活動則是Edge Climb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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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結論：  

很高興能夠參與扶輪社青少年交換計畫，在這一個月的期間，體驗到了很

不同的世界也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文化更嘗試到許多新鮮、不同以往的事

物，同時也欣賞了漂亮的美景。    

生活方面：美國阿嬤以及阿公對待我就像家人一樣，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幸

運，在這邊能夠遇到像美國阿嬤以及阿公一樣的家人。希望在這一年能夠

把語言學好並且結交到許多朋友更希望這一年能夠體驗到以往不曾涉獵

過的事情，例如：烹飪、交響樂等等。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目前為止沒有太多的問題，在學校語言方面雖然有點困難，但老師們都不

吝給與協助以及幫忙，多虧美國阿嬤以及阿公的幫忙和老師們的協助，在

學校的生活慢慢的漸入佳境。朋友方面，有結交到一些些好朋友，早自習

的時候會湊在一快也一同參與了一些社團，希望未來在溝通方面能夠更加

進步以及個性變大方外向，認識更多的人、結交更多的朋友。其他方面，

美國的家人都給與我很好的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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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及活動照片 

 

 重陽節溪頭健行活動 重陽節女賓夕.家庭爐邊活動 

  

   舞二茗茶 職業參訪  重陽節女賓夕.家庭爐邊活動 

  

重陽節慶生活動 重陽節女賓夕.家庭爐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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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二茗茶 職業參訪 舞二茗茶 職業參訪 

  

大里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永樂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永樂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清水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12 

 



                                                 2016-17年度   

                                   10510020期  
 

興大附中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爽文國中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中寮國中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光正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清水國小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扶輪之子捐贈及相見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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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4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讓我們來探討一讓我們開始去“融合”Let’s Begin 

to ‘Merge’。 

在參與此次2011年紐澳良國際扶輪國際年會的旅途上，經過換機、公路、

高速幹道或者高速公路等總總的交通工具中，竟能迅速而且很有效率讓我

們去到遙遠的國度裡旅行。這讓我想起了“我們的基金會OUR 

FOUNDATION” 109期七月號的編輯Calum Thomson談到讓我們開始去“融

合”Let’s Begin to ‘Merge’一文—當我們從一個地方旅行到另一個

時，我們永遠需要去“融合Merge”。 

當我們在我們的汽車裡時，有效地使用我們的技能和我們的親善去“融合

Merge”，使得每人都能夠準時到達他們的終點站。透過互相幫助我們才

能非常有效地達到我們的終點站。而這不也是對於我們現在開始要為2013

年，去策劃我們的實驗地區和非實驗地區要去將它們“融合Merge”在一

起，這肯定有相等意義。 

同樣的，在歷屆社長就職時，所面臨的挑戰—如何去“融合Merge”，也

就是我的夢想如何去做位“擁抱的天使”？ 

而於我的夢中社長應是一位〝促進者〞，是如何在其年度內去使每一位扶

輪社員都變成有效率的一員。 

然而，社長所領導的對象都是義工、各個都是領導者，同時扶輪的領導者

大多是—基本已經完成生理的追求、完成了他的安全感，同時也對社會有

了回饋的能力。那他追尋的是什麼呢？是他的自尊、尊嚴及成就感嗎？ 

扶輪是義工，其總監、社長的權力是建立在大家尊重，因此總監、社長的

人品行為都很重要，另外在思想空間及心理上的準備要做評估表及建立計

劃，如計劃做了，則團隊也要建立。一個好的社長及總監要有好參謀團，

此參謀就是前社長與前總監們，其前社長與前總監們未必有決策權，但他

們有的是影響力，而其影響力在於各位社員的尊重。同時扶輪的領導是一

種柔性的領導，學習怎麼做柔性的領導。談到領導，我們往往看到的是陽

剛的一面，比如看到的是總監與社長們很風光且非常有權力。然而易經上

說到除了陽剛的力量外還有一股力量來自於陰柔的一面，如何真正將內心

14 

 



                                                 2016-17年度   

                                   10510020期  
 

提昇，如何將群眾帶起來，如何造成扶輪的十字軍東征。這就是陰柔的一

面，而不是陽剛的一面。至於怎麼去“融合Merge”？則我們要以鼓勵、

尊重的方式，首先要先去跟前社長們談一下有關貴社要如何強化、如何活

化？說實在的，扶輪運動大部份遵循的是被尊重、讓每位社員都有成就

感。所以要尊重他們，並尊重現任職員且共同討論問題出在哪裡？是否要

檢查你們的計劃及活動，還要問問你的基層幹部主委的意見—要去〝傾

聽〞。我想扶輪領導方法太多了，主要的是要如何把大家的智慧“融合

Merge”融在一起。如此透過“融合Merge”這樣的行動將會幫助於你的年

度裡有效地順利且無痛的渡過。這就是我的夢想，如果這個夢想會完成，

這將會使扶輪變得更加完美，變成一個真正強而可以趕上時代的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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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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服務人類 

 

2016-2017年度扶輪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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