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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二月九日 

第 20卷第 21期 

第 9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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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9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蔡政憲 HUMAN 

      節  目: 扶青團及社區服務團~團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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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社友及夫人以及社區服務團與扶青團的團員們，大家晚安! 

 

   在農曆年後~在此跟大家拜個晚年，祝福大家新春開紅盤，吉祥如意 ~ 

雞年行大運！  

  一日之計在於晨，一年之計在於春，一生之計在於勤，一家之計在於和。

春天的開始不僅僅象徵著希望，它更意味着我們一同站在新年度的起跑線

上，忙碌而不懈的開始!讓我們好好規劃一同努力，直到繁榮收穫的那一

天！在此與各位共勉。 

     

   在元宵節當天；情人節前夕，我們的節目主委特別安排了電影藝文欣

賞，邀約大家一起體驗共度 ~ 愉悅放鬆 .心情美好的夜晚! 

   月底228地區扶輪一騎跑活動即將到來，我們有報名馬拉松、也有報名

騎單車的活動，屆時希望社友及夫人們當天能起個早，一起來現場為本社

的選手們~加油鼓勵打氣! 

 

   今年度在INNA團長帶領下的扶青團，在全體團員不遺餘力的推動下，

各項團務及服務計畫表現傑出!因此今晚我們特別安排我們優秀的扶青團

成員來與我們分享今年的團務及各項計畫的推動與成果。 

   另外今年度剛剛成軍不久的社區服務團也不惶多讓~在我們ANDY夫人

瓊珠團長的領軍之下，全體團員們用心付出，各項團務及社區服務關懷活

動辦理的有聲有色! 所以此次例會我們特別邀請到我們兩團優秀的團隊

來為我們分享，他們的感動與故事。 

    

  感謝今晚與會社友及夫人以及所有團員們, 

  敬祝 大家事事如意.年年有餘.新春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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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旨：召開第39屆地區年會委員會第五次籌備會議，如附件及說明， 

惠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 第39屆地區年會委員會第五次籌備會。 

時間：2017年2月25日(六)09：30~14:00 

09:00~09:30 報到聯誼 

09:30~ 正式會議開始 

地點：永豐棧B1 

報名：請點選報名網址http://bit.ly/3460-39-0225 

查詢已報名情況http://bit.ly/3460-39-0225-rsvp 

二、 出席人員名單如附件A，惠請各社執行秘書協助通知。 

餐敘：12:00餐會聯誼 

服裝：正式套裝 

三、 各委員會準備重

點:https://spark.adobe.com/page/OLGRMVKdps9u6/ 

附件A: 出席名單 

 

(二)、主  旨 : 召開「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18年度社長當選人訓練研

習(PETS)」，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參照國際扶輪彙編23.010規範辦理。 

二、3462地區2017-18年度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PETS): 

    日期：2017年3月11日 (星期六)下午12:30至下午18:20 

    2017年3月12日(星期日)上午08:20至下午20:45 

    地點：明道大學-開悟樓小劇場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3月12日晚宴地點:北斗紅蟳餐廳(彰化縣北斗鎮中山路二段20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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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3月12日安排社長當選人伉儷與總監當選人夫婦合照，請著正式服裝。 

四、請參加社友，於2017年2月15日以前線上報名，網址如下，請各社執

行秘書協助社友報名: https://goo.gl/forms/lIC6i5G1nlo8d4Xf2 

五、依據國際扶輪相關規範，社長當選人應出席本次研習會。 

六、本案聯絡人：3462地區2017-18年度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Attn:謝雯琦Octavie，  

    電話：(04)7359565，傳真：(04)7350169 

 

(三)、主   旨：函請參加「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第六屆地區年會第二次 籌

備會」，詳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為使第六屆地區扶少團年會能圓滿順利，特別舉辦『地區扶少團地區

年會第二次籌備會』。  

二、籌備會日期與地點： 

   1）日期：106年2月26日（星期日）上午09：30-12：00  

   2）地點：市立台中高工體育館一樓階梯教室  台中市南區高工路191號 

三、參加人員： 

  1）各輔導社社長、扶少團輔導主委 

  2）各扶少團團長、幹部 

  3）各校指導老師  

四、敬請參加人員填妥報名表(如附件一) 

於106年2月23日以前回傳至台中中興社聯絡人劉逸雯電話(04)2207-0370 

    E-mail：rtcs.org@msa.hinet.net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89次例會，2月4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76位  3.出席率: 92% 

ANDY節目主委報告 

4 

 

https://goo.gl/forms/lIC6i5G1nlo8d4Xf2
mailto:3460dg1516@gmail.com


 

                                                 2016-17年度   

                                   1060209期  

 (一)、第990次例會2月9日(星期四) 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扶青團及社區服務團團務報告。 

 

 (二)、 原第2月16日第991次例會，變更2月11日(星期六)晚間時段安排

元宵節日、情人節前夕~電影藝術欣賞(魏德聖執導 - 52HZ I LOVE YOU) ，

支持國片~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地點:老虎城華納威秀 

 

(三) 、原2月23日(星期四)第992次例會變更2/28(星期二)地區扶輪一騎  

跑，報到集合時間:6:00  集合地點:彰化縣田中鎮三潭國小操場 

接力/健跑組比賽時間:6:30~13:30  單車出發時間:6:50 

 

(四) 、原3月2日(星期四)第993次例會變更年度春季旅遊.女賓夕，於

3/4(六)-3/5(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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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

名。※3/4召開3月份理事會 地點:大板根溫泉渡假村 

 

(五)、原3月9日(星期四)第994次例會變更3/18(六)與草悟道社舉辦授證

聯合例會。報到聯誼17:30  地點:大莊園婚宴會館(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

二段636-2號 富王飯店內) 

 

(六)、原3月16日(星期四)第995次例會變更3/25(六)地區年會活動。地點:

中興大學 

 

(七)、原3月23日(星期四)第996次例會變更3/26(日)地區年會活動。地點:

中興大學 

 

(八)、逢3月有五周，3月30日(星期四)休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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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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陳信宏FANDI新居落成致贈匾額，63位社友分攤收費$254元。 

 

月報告(December) 

學生姓名：劉育寧 

派遣扶輪社名：大里國光 RC  

接待國家：美國  

接待扶輪社名：Parker RC 

接待地區：D5490 

目前由第 2接待家庭接待   

本月活動：  

1.請敘述參加扶輪社例會活動的情形： 

本月沒有參加例會，二轟和三轟皆不是扶輪社 

2.日常生活：10-9-8-7-6-5-4-3-2-1-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我也總算換了新的轟家，這是我活了 16 年來生命出現妹妹這樣的 

角色，特別是一個超優秀·活潑·感性的一個，15 歲就在修三門大學課程的 

怪胎。人所謂“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我每天開始做 20 伏地挺身, 60 

仰臥起坐，半英里跑走，生活有條不紊。這是我第一次過上那麼規律的生 

活，早睡早起，一日三餐正常，就連上課也花一百萬分的精神再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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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呢，我成為年級總平均第 33名，並上台領取榮譽獎。接著，由扶輪社 

舉辦，每年上千人共襄盛舉的 RYLA 也在一月展開。依國家分隊，所以， 

不用’’擔心’‘會有認識的人跟你同一組，從第一天如天氣般的寒冷， 

到第四天熱淚盈匡的依依不捨。從個體，變成團體。從內向，變成外向。 

從一顆小螺絲，變成一個領導人。其中讓我最深刻的是 Brave，他要我們 

站在一直線上，問幾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因為膚色被霸凌，有沒有被霸凌 

過，有沒有視而不見，其實，不管哪一個問題，都會有人踏出那一條線。 

可是，這並非重點，重點是，記住，不管發生什麼事情，你旁邊一定有人 

陪伴，你並非是孤單的。也許你們此生不會再見，但是你們在同一個太陽 

下，為世界盡一份力。到了最後一天，真的是被淚水淹沒，天下沒有不散 

的筵席，分開是為了未來的相見，這也是我第一次嘗試突破舞台症候群， 

發表著感言，因為，台灣隊值得我這麼做。 不管是台灣，還是台灣隊， 

做什麼我永遠都不嫌多。 

3.結論： 

永遠不要吝於嘗試新的方法，在 Ryla 第二天，一位 2000 年女子游泳 

蛙式 200 公尺金牌得主那麼說。他之所以勝利，一來，是對自己有信心， 

二來，他勤奮不段的練習。大家都知道蝶式是兩次踢腳一次划手，但是， 

他的卻是三次側踢一次划手，教練教他的不是游泳，而是用物理學的方 

式。再嘗試千遍萬遍後，他成功了。他是麗貝卡·索尼。 

疑難雜症：無，此次扶輪社總算把兩個月的零用錢給我了，高興的是， 

二轟家給我提供一日三餐，我總算能有自己的儲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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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6 HOUSE社友 職業分享            2月份理事會議 

 

1-2月爐主                       2月份壽星&結婚紀念日 

 

         新春團拜~扶青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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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拜~助理總監紅包加碼           秘書PAR 紅包加碼

 
        新春團拜~社長發送紅包給扶青團及小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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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2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立法會議的由來。 

扶輪初創時期，所有國際扶輪章程及細則的修改，是在每年的年會（the 

Annual Convention）上提出建議案並經投票表決。自從國際年會的出席

人數逐激增，而在年會上公開討論提案變成愈來愈困難。因而在1934年首

創「立法會議」（Council on Legislation）而與美國，密西根州，底特

律城第廿五屆國際年會聯結成為一體。來作為一種在國際年會投票表決前

對於提案的辯論與分析的諮商機構（Advisory Group）。 

直到1970年在美國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城舉行之第六十一屆國際年會中通

過了把〝立法會議〞正式成為國際扶輪的立法機關（Legislative Body of 

RI）。並一直沿用至今，因此它事實上已成為我們扶輪的立法及議事的機

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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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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