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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六年四月六日 

第 20卷第 23期 

第 99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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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6日  星期四 下午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陳奕源 Daniel 

      專題演講:新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林文耀社友、邱志明社友 

     ※歡迎NGSE交換生Sarah Tiare Schwarz蒞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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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及NGSE交換生  大家晚安！ 

 

3月底..一年一度3460的地區年會剛剛落幕，社友與寶眷們一同踴躍出

席參與了3460最後一次的地區盛會，本社今年度呈現的各項服務成果及社

友們的傑出貢獻，榮獲各項獎項及達成各項數據目標，並代表3460地區所

有獲獎社長，以最高分數領取RI社長獎 ! 此為全體社友及夫人團結一致共

同努力的成果，也為我們20屆的里程碑畫下榮耀的驚嘆號! 
 在4月初，我們接待了GSE訪問團，在助理總監Jason與副秘書長S.T的

精心策畫下，展開為期2天的豐富參訪行程，從台中到三義再安排至霧峰

在地古蹟及博物館參訪，相信GSE團員們一定會留下美好的回憶 ! 在今天

我們圓滿完成任務並交棒給下一分區，感謝Michael社友及James夫人及助

理總監Jason公子，負責翻譯及接送並提供團員的住宿與接待，謝謝你們熱

情的付出，並為我們做了最佳的國民外交典範 !  
今天我們現場還有一位嘉賓…就是我們 2016-17年度新世代服務交換

(NGSE)派遣的德國交換學生Sarah，他將與本社Mold社友的公子登荃，進

行為期約3個月的新世代服務交換計畫 ! 這段時間要麻煩Mold家庭擔任

接待工作，也感謝Lawyer夫人為Sarah安排了環保實習的工作，謝謝各位~
為扶輪的各項服務無私的奉獻與付出! 

 在4月底還有1項重要的活動任務即將展開..就是我們二十屆授證慶

典活動!在4/29(六)當天將擴大舉辦並聯合8社共同例會，也是本社第1000

次的例會，屆時將邀請歷任社長及地區長官、貴賓蒞臨盛會，敬請全體社

友與寶眷一同分工合作，協助完成各項準備工作，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及夫

人踴躍出席20屆授證慶典。 
恭喜 DANIEL及夫人 金雞年 ~喜獲麟兒~全體社友及夫人~同聲恭賀 .  

恭賀 SKIN社友榮任 台中市化粧品工業同業公會 理事長 

 

感謝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    平安.健康.快樂~常相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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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來函 : 

主  旨 : 召開「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18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管理研習會 

         (GMS)」，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參照2016程序手冊：國際扶輪細則16.030.及國際扶輪彙編20.070.規

範辦理。 

二、3462地區2017-18年度地區扶輪基金管理研習會(GMS): 

日期：2017年4月8日 (星期六)下午12:30至下午18:00 

地點：明道大學-開悟樓小劇場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三、本次研習會，敬邀 D3510前總監曾秋聯 PDG William蒞會專題演講。                

四、參加人員: 

2017-18年度社長當選人 

2018-19年度社長提名人 

2017-18年度各社扶輪基金主委 

2017-18年度各社申請獎助金實際通訊員 

五、敬請於3月31日前填妥出席回函並傳真或Mail至2017-18年度總監辦公

室籌備處，以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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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04)7359565，傳真：(04)7350169 

附  件：一、議程表 二、出席回函 三、明道大學交通圖 

        四、明道大學校園平面圖 

 

(二)、主  旨 : 召開「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18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依據國際扶輪細則第16章:「16.020.地區訓練講習會」規範辦理。 

   二、3462地區2017-18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D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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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6年4月23日(星期日)08:15-17:50 

       地點:明道大學-居仁堂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369號) 

   三、應出席人員：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2017-18年度地區與分區

助理總監、各扶輪社2017-18年度社長當選人等暨擔任關鍵領導角

色之社員。 

   四、各參與人員將分為：社長組、秘書組、財務組、行政管理組、公

共關係組、服務計畫組、扶輪基金組及社員組等。 

   五、請於4月13日(四)前填妥出席回條並傳真或Mail至2017-18年度總

監辦公室籌備處，以利作業。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Attn:盧春霞小姐 

   電話：(04)8742992，傳真：(04)8761465 

 

(三)、主  旨 : 函請繳交2017-18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分攤金，每社

NT$15,000.，詳如說明，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 

一、依據2017.03.12.3462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PETS決議案辦理。 

二、援循原3460地區慣例，各扶輪社應繳交2017-18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分攤金每社新台幣一萬五千元整。 

三、請於2017年4月30日前，以匯款方式或即期支票至下列帳戶: 

1.電匯銀    行:聯邦銀行-豐原分行 (銀行代碼:803) 

  銀行帳號:069-10-0017801 

  戶    名: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2018年度總監謝明憲 

2.支票支票抬頭: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2018年度總監謝明憲 

  郵寄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樓 

  連絡電話:04-8742992 

  傳    真:04-8761465 

  E-mail: 3462dg1718@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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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際扶輪3462地區2017-18年度總監辦公室籌備處聯絡資訊。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Attn:盧春霞 

     電話：(04)8742992，傳真：(04)8761465 

     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樓 

 

(四)、RLI台灣分部第38期學員訓練會議(台中) 

說明：1.時間: 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學員訓練會議第38期將於2017年6
月3-4日(星期六~星期日)召開        

地點: 西湖渡假村(367苗栗縣三義鄉西湖11號) 
內容: 
1.課程以兩整天訓練的方式 
2.授予結業學員 
3.一個RLI徽章 

 

參與人員 

 由地區總監就該地區之助理總監及副助理總監等幹部來接受訓練者 
 由扶輪社提名並贊助費用者(包括:扶輪社訓練師 Club Trainer) 
有意願與興趣參與之自費者由於此次訓練會議是以訓練D3460之領導人為
主，因此學員人數以60人為限(以D3460為40位，其他地區則以20位為
限)，將採先報名先註冊，超出之學員近期將擇日開新班。(報名時間 : 
2017年4月1日開始受理/ 截止日:2017年5月15日) 

3.以E-mail報名方式，E-mail: densshao@ms29.hinet.net 
4.費用：每人3,000元（含6月3日晚餐，現場繳交），報名截止日期：：
2017年5月15日。 
5.由於此次於渡假村舉行並且6月3日有晚餐，故期盼大家能留宿一夜， 
 6/03(六)會館二人房(一大床或二小床)原價 5,000 元/間，扶輪菁英專
案價 3,600 元/間(升等景觀房)已留 20 間。 
 6/03(六)飯店四人房(二大床)原價 5,500 元/間，扶輪菁英專案價 4,400
元/間(升等景觀房)已留 2 間。 

6.此次費用不足的部分將由主辦社: 大甲北區社D3461贊助。 

5 

 

mailto:3460dg1516@gmail.com
mailto:densshao@ms29.hinet.net


 

                                                 2016-17年度   

                                   1060406期  
 

7.為求參與者的多元化，故此次會議以一社至多為3位為原則，若超過者
以候補待至報名截止日補缺額。 

8.務請全程參與，若另有要公而無法全程出席，亦另請即早來函告之。 
9.若無故缺席超過半日者(4小時)(不假外出者)，恕無法畢業。 
※此次學員以一社至多為3位為原則 /  4月初開始接受報名 / 報名截止
日期：5月15日 
 

(五)、 

主    旨：函請參加「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第六屆地區年會第五次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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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第五次籌備會』。   

二、籌備會日期與地點： 

       1）日期：106年4月8日（星期六）上午09：30-12：00  

       2）地點：市立台中高工體育館一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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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少團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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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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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次例會，3月25日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寶眷社友19位   2.出席人數:70位  3.出席率:84 % 

 

ANDY節目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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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997次例會4月6日(星期四) 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 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邱志明社友、林文耀社友 

(二)、第998次例會4月13日(星期四) 下午6點30分，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 STAR會議 主講人:訓練副主委 曾復興PHARMA PP. 

 

(三)、原4月20日(星期四)第999次例會變更4/22(六) 大里社舉辦第34屆

授證典禮暨八社聯合例會。報到聯誼17:30     地點:菊園婚宴會館。 

 

(四)、原4月27日(星期四)第1000次例會變更4/29(六) 舉辦20屆授證典禮

暨八社聯合例會。報到聯誼1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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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COME 
Please welcome Germany NGSE exchange student Sarah,  

on behalf of Dali Guo-Kuang Rotary Club welcome you to Taiwan.  

Wish you have a nice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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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按月報告書 

                         日期：2016.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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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由第二家庭接待 

現居住地址：621 Riverside Drive 

日常生活： 

        四季更替，轉眼間又到了春天。而不同的是，春天有春假，而 

我們學校剛好大發慈悲的放了我們兩個禮拜。為了這兩週我們早在上個月 

就已經討論好，不外乎就是吃喝拉撒睡。但是人生總不能萎糜，剛好利用 

這時間多多了解美國。第一週以 Disneyland 和 Pepperdine University 

作為主打，你可能不太相信，但是我們真的是從早上十點玩到晚上十點。 

在 Calafornia Adventure 裡我們看了真人秀的 Frozen, 坐上了 Cars 的 

賽車，來場競速賽。到了小美人魚，看到 Ariel 和魚兒的和樂，到 Peter 

 Pan 看到彼得潘涵溫蒂經歷的劫難。一整天下來我彷彿回到童年之中。 

告訴你一個小秘密，如果你帶著輪椅入園，排關卡絕對不用等超過二十分 

鐘。其中我大推的故事情節關是彼得潘，和其他不同的是他是採用吊鋼絲 

而非軌道，十分逼真。隔日探訪 Pepperdine University，世界排行前 30 

的頂尖學院，以商學院最為有名，整個校園是在 45 度的斜坡，可以鳥瞰 

大海。而這所學校最有特色的是，不像其他大學有上百人在一間教室裡， 

他們採取 30 以下的小班制。而他們在上海，倫敦，義大利都有分校，通 

常在大二那年四分之一的學生會做個交流。看著轟妹為著自己夢想努力， 

看來我得加把勁。接下來，重頭大戲接解尾，我參加了一個到墨西哥的 

郵輪之旅。對於行程的安排雖然不是十分完美，但是在郵輪上可說是應有 

盡有，十足的一個小城市。健身房，夜店，遊樂場，水上溜滑梯，迷你 

高爾夫，商店街.....應有盡有。也是我在交換這期間第一次到超過五層 

的建築物。 

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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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過得多采多姿，但是除了好的，當然也有壞事。在上禮拜校園發生 

了刺殺事件，一名在校工作的阿姨被一位高一生拿刀砍了四刀，而隔天全 

校放課一天，警方協助調查。雖然犯人已逮捕，但是人心惶惶，學生出席 

率降低將近 30％。而最今我也開始學了一些簡單的防身術以備不時之需。 

 

 

 

  
永隆國小-宣導視聽設備捐贈      草悟道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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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悟道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大里國小牙齒健診 

 

        大里國小牙齒健診 RIPR 代表暨總監團隊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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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9屆地區年會 

 

社友及夫人與總監伉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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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獲RI社長獎 由大里國光社社長代表授獎 

  

                   內輪活動-快樂捏陶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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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GSE來台由MOLD社友接待 

  

         7390地區GSE團蒞臨 3460地區2-3分區接待 

與扶青團參訪AUDI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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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4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讓我們來探討有關於當你線上購物Shopping Online時

要如何才能支持扶輪基金會。 

國際扶輪已經與CareClicks.com達成一種網上購物服務合作。當你購買商

品時你購買價錢的一部分會用來支持扶輪基金會。參與計畫的販售商品超

過1000種。 

請上www.rotary.org/shopping網頁查看更多的細節。 

你也能透過www.rotary.org.上網捐獻來直接捐助扶輪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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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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