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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例會 

 

日期： 7月 16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館 

司儀： 鄭宇宏 MICHAEL 

專題演講：睡出活力-席夢思 

主講人：席夢思中部總經銷 林子焮/林子棋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里國光扶輪社 

 

第 1148 次例會 

第 24 卷第 3 期 

中華民國一○九年七月十六日 

 

例會時間:每週四，06:30PM 

社址:台中市大里區愛心路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 

 

ROTARY CLUB OF TALI KUO KUANG 

Meeting: Every Thursday 0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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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hung City 412, Taiwan 

 

社長：黃文隆  社長當選人：廖繼鋒  副社長：李國文 秘書：黃志豊  會計：王國瑋  糾察：趙宏智 

2020-21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廖繼鋒   

黃文隆、何應欽、黃志豊    社員委員會主委: 姚忠逸  節目主委: 林毅勳 

張明選、李國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鄭宇宏                 出席主委: 詹振忠 

曾復興、廖繼鋒、邱仕銅    扶輪基金主委: 劉國勳                 聯誼主委: 張明選 

陳信宏、陳威岳、鄭宇宏    公共關係主委: 曾復興                         社刊主委: 李盛明 

林毅勳、王國瑋、姚忠逸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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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LIFE 社長的話 

 

各位 P.P.、社友、寶眷大家晚安！ 

最近參加友好社、金蘭社、1-4分區傳承及就職典禮到本

週一，已告一個段落，喘口氣後緊接著於 7月底要開始參加 1-

4分區各社的總監公式訪問，活動接續而來日子過得很充實。 

 

我們的子團體扶青社也在上週六，11日舉辦了首次例會活

動，過程順利圓滿，感謝 FANDI主委的用心。 

 

今天例會的主題跟我們每個人都有密切的關係，是現代人

的通病就是睡眠品質普遍都不好，睡得不好隔天精神就不佳，

工作品質效率就大打折扣，累積久了身體就會出現問題。 

各位的心聲我們的節目主委都聽到了，所以今天晚上特別

安排如何睡出活力這個課程，邀請到的講師是來自席夢思中部

總經銷 林子焮、林子棋兩位講師，希望藉著今天的分享可以讓

我們每位社友寶眷都能一覺到天亮，都能睡出活力來。 

 

我們節目主委每次的例會都很用心邀請專業的講師來與我

們一同分享，希望大家能夠撥空前來聆聽。 

 

而 8/1的父親節寶眷聯誼活動，很感謝各位社友踴躍的報

名，也希望尚未報名接龍的社友夫人們趕緊報名一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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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S 秘書報告 

 

主  旨：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2020-21 年度總監葉惟堯 Bed 及團隊謹訂

於 109 年 7 月 23 日起至 109 年 12 月 8 日止，至地區所有扶

輪社進行總監公式訪問，惠請 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檢附總監公式訪問時間表、扶輪社中央系統及公訪流程表，惠請

參閱。 

二、 2020-21 年度總監公訪資料「扶輪社中央系統」，請填妥後於公

訪前兩週寄給分區助理總監審閱，並惠請轉寄電子檔至總監辦事

處，以利總監到訪前知悉各扶輪社狀況，讓會議進行溝通順暢。 

三、 國際扶輪基金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名單，敬請於公訪前一週

將彙整之名單傳至總監辦事處，以利製作感謝狀表揚。 

四、 公訪團隊隨行負責總監月刊採訪及攝影的社友，懇請  貴社體諒

執勤公務之辛勞，予以免收餐費，特此感謝。 

五、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主  旨：函知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RYE 變更通訊地址，詳如說

明，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本委員會於 2020~2021 年度搬遷至：407017 台中市西屯區福安三

街 23-5 號 

二、  委員會通訊與辦事處上班時間如下： 

  辦公室電話：0905-738-662 

  E-mail：d3462rye@gmail.com 

  辦公時間：週一~週五 09：00~17：00 

三、 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地區 RYE委員會秘書 Yu-Ming 簡小姐 (E-

mail: 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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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函請報名參加 3462 地區『2020-21 年度扶青社領導人訓練研

習會』，詳如說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說  明： 

一、 遵循 2020-21 年度訓練委員會籌備會規定辦理。。 

二、 2020-21 年度扶青社領導人訓練研習會 : 

日期 : 2020 年 8月 1 日(六) 下午 12:50~下午 17:20 

地點 : 林皇宮(407 台灣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33 號) 

對象 : 2020-21 年度分區助理總監、各扶青社輔導社社長及輔導

主委、地區扶青社委員會主委及委員、扶青社地區代表及各

扶青社社長暨擔任幹部之社員。 

費用 : 扶青社各輔導社每社新台幣 3,000 元 

匯款方式 : 

銀行: 台灣企銀-竹山分行 

銀行代碼 : 050 

銀行帳號： 53062076492 

戶名 : 葉惟堯 

 

FLOW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147 次例會，7月 9 日例會 

1.社友人數:56 位   2.出席人數:29 位   3.出席率:52% 

 

COMMANDER 糾察報告 

第 1147 次例會 7 月 9 日歡喜黃文隆 1000 元、黃志豊 500 元、 

賴基銓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李國文 500 元、蔡秋明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劉國勳 300 元、曾復興 300 元、劉顯彰 300 元、 

曾建忠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葉仲任 300 元、 

詹振忠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吳彥恆 300 元、鄭宇宏 500 元、 

林毅勳 300 元、王國瑋 300 元、吳本源 200 元、王進益 200 元、 

黃振利 300 元、趙宏智 300 元、不知名 100 元。 

共 8,600 元   感謝全體社友熱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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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148 次例會 7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席夢思中部總經銷 林子焮/林子棋  

專題演講: 睡出活力-席夢思  

   【講師資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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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 1149 次例會原 7 月 23 日變更 8/1(星期六)，下午 6點 15分 

報到聯誼 

舉辦：慶祝父親節暨寶眷聯誼活動  

     地點：極光森林景觀餐廳  

地址：彰化縣員林市山腳路一段坡姜巷 445 號... 

※是日召開臨時社員大會，請全體社友提早於 5 點抵達現場。 

四.  7 月 30 日(星期四)適逢第五周故休會一次。 

 

五.  第 1150 次例會 8月 6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中台會計師事務所 賴淑娟會計師  

專題演講: 洗錢防治法下的資產查稅趨勢  

※是日 20:00 召開理事會，請理事們於例會後留步。 

六. 第 1151 次例會 8月 13 日(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助理總監行政會議 

七. 第 1152 次例會 8月 20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太平洋扶輪社 E-PAY P.P. 

 專題演講：如何挑選適合的員工(或夥伴) 

八. 第 1153 次例會 8月 27 日(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總監公式訪問暨 8 月份寶眷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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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20-21 年上半年度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7-12 月常年會費$30000 

3462 地區基金$8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600 

RI 會費$1100 

總會會費$100 

社長秘書交接禮品$593 

 

交接分攤金-社長$14760、社當$7380、秘書$4428、理事$2952、 

                社友$1476。 

     總計:社長$47360 元、社當$40573 元、秘書$37028 元、 

理事$36145 元、社友$34669 元、請假社友$22669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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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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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09 專題演講：呼吸防護與口罩檢測-賴全裕副教授 

 



  
   

 11 

2020-2021年度 第 1090716期  

 
109.07.09 頒發各社團 2020-21年度經費 

 
109.07.14.爽文國中品德教育雙 R 好學生頒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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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14.爽文國中品德教育雙 R 好學生頒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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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7.11 扶青社新舊任社長交接暨首次例會 



  
   

 16 

2020-2021年度 第 1090716期  

 

 



  
   

 17 

2020-2021年度 第 1090716期  

 

 



  
   

 18 

2020-2021年度 第 10907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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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