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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元月十九日 

第 20卷第 19期 

第 9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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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19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呂榮文 RATCHET 

     節  目:專題演講 

     主講人: 豐群診所院長暨豐群生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何豐名博士 

     講  題: 預防醫學-抗衰老最新基因檢測及相關治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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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各位貴賓，大家晚安！ 

 

本週，地區公告了2016-2017年度RI 社長獎獲獎名單，恭賀大里國光社榮

獲殊榮 。 

此為全體社友及夫人的共同努力的成果，以及歷屆社長傳承奠定的基礎，

讓大里國光社在屆滿20周年之際，送給各位的新年禮物。 

 

感謝 上半年度家庭爐邊主委PP CNC 及各月份爐主，配合本社各項活動的

贊助。 

感謝 會計TOOL 於反毒遊行日提供場地及服裝的訂購 .感謝您的熱心付

出。 

感謝 PP PU.PP ANDY. PAR.X-BUILDING.MICHAEL.ALAN.AUTO.TOOL.秘書夫

人.社長夫人於 反毒遊行日訂購道具服裝並捐贈於社。 

感謝 PP TRANS 贈送全體社友 油飯禮盒 。 

恭喜 PP RAIN 新春好彩頭 ~ 喜獲金孫 ~ 全體社友及夫人同賀 .  

 

1/20春節前送書到泰北的服務計畫請大家把握捐贈書籍的時間，本次服務

活動已結合3460地區總監辦事處以及各友社及RCC、扶青、扶少團，預計

在1/22(日)上午9:00-11:00於本社-社館來共同來完成書籍分類及裝箱工

作，屆時歡迎大家共同來參與此項國際服務活動。 

 

感謝上週社友及夫人的踴躍出席及歡喜樂捐謝謝大家的愛心，本次的例會

我們盛重邀請到何豐名博士 來告訴我們 ~ 預防醫學-抗衰老最新基因檢

測及相關治療發展 ~ 的最新訊息，非常重要的醫學知識分享 ，我們熱烈

歡迎何博士今晚的專題演說。 

 

祝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及貴賓   幸福.平安.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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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    旨：函請已報准承辦地區獎助金各扶輪社，儘速陳報「地區獎助金

結案報告」，以供查核並撥款結案，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 

說    明 :  

一、 查2016-17年度地區獎助金各社申請案件已於8月18日獲國際

扶輪基金會TRF通知審核通過在案，案號：DG1733922。 

二、 相關函文：本辦事處105.08.20.雄總字第050819005號函，諒

敬邀察及。 

三、 參照資料：請參閱105.04.16.逢甲大學GMS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講義資料。 

四、 即請相關各社如實執行個案內容，已完成個案之各社，祈於

2017年02月底前先行檢附結案報告(含相片數張)、相關收據及各社

行庫帳號資料，遞交地區總監辦事處，以為第一批審核，憑以先行

核銷撥款結案。 

(二)、 

主  旨：函請各社社友踴躍參加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立41週年慶暨

2016-17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詳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民國106年2月18日(星期六)下午一時假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板橋

區中山路一段161號)三樓多功能集會堂，舉行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

立41週年暨2016-2017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 

二、 請於2017年1月25日前將參加人員報名表(附件三)e-mail或傳真

04-23282972至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以利統計人數及安排座位。 

三、 有需搭遊覽車共乘的社友及受獎學生也請於2017年1月25日前由

社統一e-mail向總監辦事處報名，並請提供搭乘者的姓名及聯絡電話。 

附  件： 

一、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106 年1月3日(106)華扶明字第1617028 號 

二、16-17頒獎典禮程序表草案     三、參加人員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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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86次例會，1月12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73位  3.出席率:88 % 

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987次例會106年元月19日(星期四)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

宴會館。專題演講:預防醫學-抗衰老最新基因檢測及相關治療發展 

主講人:豐群生技有限公司 何豐名博士 

(二) 、第988次例會106年元月26日(星期四)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

宴會館。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吳本源HOUSE 

 (三)東海社邀請參加例會  謝金河先生專題演講 2017/2/9演講主題： 

「2017年全球經濟與投資展望」大綱(暫訂)： 

一、 金融市場的川普熱效應 

二、 川普百日新政衝擊世界 

三、 下一個世界的變化 

四、 台灣企業的新生之路 

(四) 在春天來臨-情人節前夕，特別於2/11(六)晚間時段安排一場電影的

藝術欣賞(魏德聖執導-52HZ I LOVE YOU)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

名參加 

(五)年度春季旅遊 預定於3/4(六)-3/5(日)於北部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

村/安排2天1夜的深呼吸SPA之旅在綠意生息下,體驗四季不同的溫泉天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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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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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講  題】預防醫學-抗衰老最新基因檢測及相關治療發展 

【主講人】豐群診所院長暨豐群生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何豐名博士 

【學  歷】國立臺灣大學毒理學研究所博士畢業（1997-2000）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系畢業（1976-1983） 

【學  位】醫學士、醫學博士 

【簡  歷】行政院衛生署立桃園醫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立桃園醫院副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立桃園醫院新屋分院院長               

          行政院衛生署立桃園醫院醫務秘書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顧問醫師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內科主治醫師                   

   台大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國立中興大學兼任教授                             

   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系兼任教授                       

   元智大學資管所兼任副教授                         

          衛生福利部中藥臨床試驗中心負責人                 

【現  任】豐群診所院長暨豐群生技有限公司執行長             

 衛生福利部桃園醫院兼任主治醫師                   

台北醫學大學內科學系兼任教授                    

       中原大學醫工系、化學系、化工薄膜中心兼任教授                                

       元智大學生物資訊系兼任教授                      

       教育部認可部訂教授 

【專 長】心臟醫學、中醫藥學、細胞及分子生物學 

【榮 譽】國科會甲種獎、台大醫學院優良論文獎、中西結合優秀論文獎 

本人至今已在SCI雜誌發表超過60篇，被Citation超過 2300 次，並且為

多種SCI雜誌的Reviewers，包括有： 

  African Journal of Pharmacy and Pharmacological Research； 

          BMC Complementary and Alternative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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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adi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and Pharmacology； 

          Cell Biology International； 

          Diabetes Research Clinical Practice； 

          Ecotoxicology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Food and Chemical Toxicology； 

          International Immunopharmacology； 

          J Molecular Medicine； Nutrition 

及受邀擔任各雜誌editors，包括有： 

          Mehta Press new journals in biological sciences； 

          Scientific & Academic Publishing；ISRN Vascular 

Medicine；中西整合醫學雜誌 

 
         甘霖基金會關懷老人送餐計畫 & 霧峰社阿罩霧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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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報告(Octorber) 

學生姓名：葉旻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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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活動：  

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活動的情形： 

由於第一節課是Pre Calculate 擔心進度無法跟前，因此每周四的 

早晨無法和扶輪社配合。將來如果有任何扶輪會議都會加以詳述， 

而在十一月十七號會有Rotary  100  anniversary  dinner. 有更多 

細節會再加以詳述。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對於目前的生活很滿足也很滿意，原本不熟識的人也因為長時間的相處 

漸漸變成了好朋友。 接待家庭就像我的家人，彼此都開始有了共同的生 

活步調，唯一不適應的可能就是天氣，但我相信漸漸的我的身體會慢慢 

習慣。這一個月內，Grandma  &  Grandpa帶我去Leaf  Peeping  

(Minerva) 美不勝收，District 也有一個Haunted Happening-有關於 

萬聖節的活動，除此之外，我和學校的同學們一起去了Festival of  

Nations -許多不同國家的展覽和來自不同地區的食物。除了這些事情， 

這一個月內更嘗試了很多從來沒做過的事情，例如:  在學校當志工 

(Babysitting)、切南瓜、下雪、更去教堂扮成Cookie Monster當志工 

發糖果給Trick-or- treating  的小孩子，更讓人興奮的是在十月 

二十號，學校有樂團演奏會，而我就是演奏人員之一，吹奏我最愛 

的長笛！！！ 

3.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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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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到了 

很多不一樣的事情，更接觸到了期待已久的雪！ 

生活方面：美國阿嬤以及阿公就像家人，很幸運能夠遇到這麼棒的家庭。 

他們帶我做了很多不一樣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夠真正的學習到這邊的 

文化，更鼓勵我結交朋友。希望接下來的生活能越來越順利也希望能夠 

更加適應這邊的環境。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天氣日漸轉涼，很多時候就算穿著羽絨衣仍然會覺得些許的冷， 

但我相信身體會慢慢適應這邊的溫度。除此之外，沒有太大的問題。 

 

給委員會的建議： 無 

本月與輔導顧問見面的次數：0 次  

學生簽名： 葉旻芳 Coco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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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M2.5空氣品質資訊電子看板會勘     

   

 

清酒文化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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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光獎學金頒贈              TRANS PP.譓寬夫人喜獲金孫

 
 1月份壽星及結婚紀念日伉儷      IB交換生元月份零用金頒發 

 
扶少團1月份例會                   拜會大里高中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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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讓我們來探討一有關於一項發生在以色列的配合獎助

金計劃。 

透過以色列2490地區的哈倫Holon扶輪社與英國1130地區米爾‧希爾Mill 

Hill扶輪社所贊助，這個獎助金提供扶手椅床給巴勒斯坦人的母親們，讓

她們能就近照料她們在特拉維夫的沃爾夫森醫療中心，心臟手術復原中的

孩童們。若沒有這些扶手椅床，在他們孩子康復時，母親根本不可能在他

們的孩子身邊。由於這些扶手椅床，不停的使用，業已為母親和他們的孩

子在生活過程中最困難的時刻提供了一種可取之處。 

如果你發現自己在類似情況裡，難道你不會感激這樣便利設施的供應嗎？

那為什麼不考慮讓我們一起透過申請配合獎助金為今日需要協助的家庭

帶來一些希望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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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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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