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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
陳 灝總經理
統安人力資源管理顧問(股)公司

~~數字與人生~~
2017-2018 年度理事~~廖至軍.黃健光.
廖珈弘.張志偉.黃銘松.張家欣.陳通敏.
李彥錫.呂武霖.黃英智.曾杉源
社訓練師:張家欣

RCC 主委:黃健光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

節 目 主委：陳增松

副社長：

社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張家欣

出 席 主委：趙寶祥

秘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黃健光

聯 誼 主委：黃銘松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江漢泗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洪有益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高爾夫主委：江漢泗

財
糾

長：廖至軍
書：張志偉 1
務：曾杉源
察：李彥錫

本 週 例 會 2017 年 7 月 24 日 第 1767 次 例 會
KANE 社長時間
IPP CYLINDER、各位PP、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
好!也歡迎今天的主講人陳灝總經理的蒞臨!
感謝Manpower和基隆東南兄弟社社長Yang-Kee達成
9/9-10日(星期六.日)草嶺登山健行及高爾夫活動，礁溪飯
店城市商旅已OK，請各社友熱情參與。
7/22星期六3462地區1-4分區第一次社秘聯席會召開、
會中有提到社區服務、捐血活動等等重要活動，有一些議題
也是要在理事會議上討論處理的。
日本行程的班機已經確認：
感謝國際主委的努力，這次邀請日本富士吉田西姐妹社來參
加我們第三十五屆的授證典禮，歡迎大家共襄盛舉，請執行
秘書先行統計欲前往日本旅遊人數，這次有些人會安排與姐
妹社二次的高爾夫聯誼及旅遊，如何增進姐妹社的聯誼，也
請大家多多指教建議，也將是這次旅程的重要項目。
8/21是總監公式訪問、這次時間較以往早了許多、希望
大家能動起來、完成總監公訪。總監公訪重點請各主委準備
書面資料。
感謝各位社友、夫人和貴賓今晚的出席和蒞臨，也祝大家身
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HERO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21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21002 號
速別：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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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為建立有效能的扶輪社管理系統，即請各社隨時登錄國際
扶輪網站，檢視 My Rotary 社員資料庫，將相關欄位正確輸
入，如說明，請查照。
說
明：一、國際扶輪為有效管理扶輪社社務作業，已於 7 月 15
日將 Rotary Club Central(RCC)升版完成。RCC 係提供
各扶輪社社務管理之重要工具，其有效性取決於社員資
料之填報正確與完整。
二、請各社於 106 年 8 月 30 日前將社員生日、性別、推
薦人、聯絡電話等相關欄位全面進行檢視、輸入及更正，
並於 My Rotary 網頁進行各社員帳號註冊。
三、各社社員 E-mail 帳號取得若有困難，得請彰化中區
社核發免費 E-mail 帳號使用，請逕洽該社張小姐：
電話：04-7359565，E-mail：centrc@rotary3462.org.tw。
四、各社如需協助，請逕洽 3462 地區 RCC 資訊委員會各
委員。
姓名

RTN

曾建忠

Net

陳志成

Ethan

許家嘉

ED

許夢熊

Telcome

許時霖

連絡電話

email

分區

0932-618755 net@hn.com.tw

大里國光社

0983-808668 ethan092083@gmail.com

彰化八卦山社

0972-737006 two0977527157@gmail.com 草屯社
0970-031680 ramoshsu@gmail.com

台中環中社

Chris

0935-694370 chrishsu819@gmail.com

台中北區社

許晁偉

Life

0978-580602 yihoninja@gmail.com

台中草悟道社

簡千翔

Mickey

0925-366286 mickey11942@hotmail.com 草屯中央社

黃榮堯

Teleman

0932-494969 yau80586@cht.com.tw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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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屯中央社

DG Ortho

PACK 聯誼主委報告
◎TTA P.P.岳母告別式，社裡已做羅馬柱花籃，7/28(星期

五)上午十時公祭（台南殯儀館-懷澤廳），社長Kane及秘
書Hero會前往捻香，若有社友要前往請跟執行秘書聯繫，
再派車前往。
◎8/5(星期六)慶祝父親節家庭日活動，敬邀全體社友及夫
人寶眷扶輪爸爸.媽媽踴躍出席，地點:楓林谷土雞城(霧峰區峰
谷里峰谷路 149 號)，11:30 用餐，可提早到場歡唱喔!!
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 7／29(星期六)社頭清水岩登山健行活動，時間 08：00 在

德芳南路大元國小側門集合(長疆羊肉爐對面)或 08：30 在
清水岩停車場集合。
另當天也將舉辦 7 月爐邊，將
由 7 月爐主第一組江漢泗、第
二組林諭雍、第三組洪有益共
同宴請全體，歡迎社友及夫人
踴躍參與。
用餐地點在:彰化花壇黑公雞
餐廳（花壇鄉聽竹街 50 號，電
話 ： 047-882882 ） , 時 間
11:00-11：30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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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R 基隆東南兄弟社主委報告
基隆東南扶輪社、大里扶輪社 兄弟社
草嶺古道健走暨社長盃高爾夫聯誼
（一）9/9 (六)
07：30 LIGHTER 宅集合
08：00 軍福 19 街停車場
11：00 基隆愛三路 60 號天仁茗茶
12：00 望遠坑親水公園午餐（便當）
，餐後遊覽車載不健走人員至宜蘭會合
13：30 草嶺古道健走出發
16：30 宜蘭大里天公廟
17：30 礁溪城市商旅（宿）
18：30 光武生活館（晚餐）
（二）9/10(日)
06：30

打球組

出發，07：00 開球（搭計程車）

08：00

旅遊組

出發，員山鄉坐鐵牛車田園知性之旅

12：00 礁溪球場集合出發
13：00 石碇午餐
14：30 石碇老街，護魚步道（或集合出發）
15：30 集合出發
17：00 抵基隆
20：00 抵台中
（三）各項經費預算
1 遊覽車費用 30,000 元，由大里社參加之社友分擔
○
2 9/9 中午便當 由 WILLIAM 直前社長招待。
○
3 9/9 晚餐光武生活館 8,000 元/桌+10％，由參加人員分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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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住宿城市商旅 4,300 元/房
○
5 礁溪球場 2,833 元/場
○
6 鐵牛車 200 元/人
○
7 石碇午餐，KANE 社長、CYLINDER 直前社長招待。
○
8 洋酒，由林進重聯誼主委、陳重益聯誼主委、張家欣 3 人招待。
○

CYLINDER 國際主委報告
大里社自由日本行：富士吉田西社 1500 次例會
出發日期：2017 年 10 月 20 日(星期五)
★暫定航班
航空公司

航班號碼

起訖城市

飛行時間

去程航班

中華航空

CI220

台北/羽田(TPE/HND)

09:00/12:55

回程航班

中華航空

CI221

羽田/台北( HND / TPE )

14:35/17:15

大里→桃園機場（遊覽車大里社自己訂）
東京羽田機場→鐘山苑飯店（六天遊覽車富士吉田西社代訂）
10/20(五)第一天 桃園機場/東京羽田→鐘山苑飯店(16:00)
(途經)橫濱跨海大橋→新橫濱拉麵博物館→橫濱紅磚倉庫群→橫濱港灣未來 21→
鐘山苑飯店(富士吉田西社 1500 次例會)
宿: 鐘山苑飯店(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
晚餐: 鐘山苑飯店
10/21(六)第二天
打球組：河口湖高爾夫球場
旅遊組：富 士 吉 田 西 社 安 排 --飯店→箱根國立公園～河口湖．卡奇卡奇山『纜車』
(湖
畔站~山頂的富士展望台) ～天上山公園『天上之鐘』→青木原樹海→富岳風穴→
鳴沢水
穴→西湖いやしの里根場→鐘山苑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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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 XXXXXX(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
宿: 鐘山苑飯店(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
晚餐: XXXXXX(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打球組+旅遊組)
10/22(日)第三天
打球組：富士高爾夫球場
旅遊組：富 士 吉 田 西 社 安 排 --西湖→富士五合目→忍野八海(秀麗田園風光、池水
波光鱗鱗與美麗的富士山合為一體) → 山中湖『白鳥號』遊船 35 分→飯亞歷山大
飯店
午餐: XXXXXX(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
宿：HOTEL ALEXANDER ROYAL RESORT YAMANAKAKO(社 友 ALUMI 代訂)
晚餐: XXXXXX(富 士 吉 田 西 社 代訂+打球組+旅遊組)
10/23(一)第四天
旅遊組：飯店→日本國內最大級～御殿場 PREMIUM OUTLET→富士箱根伊豆國立
公園～搭乘超【人氣海盜船】遊蘆之湖飽覽美景（桃源台－箱根町，30 分鐘）→箱
根神社(箱根守護神) →搭乘空中纜車(桃源臺-大涌谷，18 分鐘)硫磺展望台散策→
雕刻之森美術館→XXXX 飯店
午餐: 箱根湖畔天婦羅風味餐￥2000 (高進代訂)
宿: 箱根吟遊‐Spa resort Miyanoshita HAKONEGINYU
(高進代訂)
晚餐: 居酒屋￥4000(高進代訂)
10/24(二)第五天
旅遊組：飯店→橫濱港灣未來 21→兩國國技館→東京灣水上巴士～隅田川遊船(淺
草-日之出棧橋)～遠眺世界第一高塔～東京晴空塔(上塔參觀)→免稅店→DiverCity
Tokyo Plaza 台場購物廣場→虎河豚餐淺草店→東京巨蛋→RICHMOND HOTEL
飯店
午餐: 日式套餐或日式烤肉￥2000(高進代訂)
宿: RICHMOND HOTEL 東京巨蛋(高進代訂)
晚餐:虎河豚亭 とらふぐ亭上野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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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進代訂)
10/25(三)第六天
旅遊組：飯店→上野阿美橫丁（日式套餐￥1200）→13:00 羽田機場（14:35 飛）
桃園機場→大里（遊覽車大里社自己訂）

＊到着から帰 国までの移動は手配していますか？手配していれ
ば、一昨年に台湾 で私たちがご案内 していただいた様 に、そちら
の手配したバスに同乗 して一緒に観 光するのが良いと思います。
紅葉の始まりの季節なので 1 日目は富士山周辺、2 日目は箱根か長
野県 方面がお薦めです。お酒が好きならワインやウイスキーの醸
造所巡りなんかも良いかもしれませんね。
抵達到回國的交通是否都安排？
若有安排了, 如前年我們到台灣時一樣
搭乘你們安排的車子, 我們同乘觀光應該是最好的方式
來日時, 已是紅葉的季節, 所以 21 日一天在富士山附近
22 日則建議往箱根或長野縣方面
如果對酒品有興趣可去紅酒,威士忌的參觀工廠
＊今、富士吉田西 RC で大里 RC が楽 しめるように、打ち合わせ
をしています！
ゴルフ場、ホテルの手配は大丈夫ですので、楽 しみにしてくださ
い m(__)m
平井回覆
週五在富士吉田西ＲＣ熱烈討論大里扶輪社來訪

MATSU 節目主委報告
今日主講人:陳灝~統安人力資源管理顧問(股)公司
講題:數字與人生
演講內容:
一、 等待(伏位)：穩重、內斂、持續不變、保守、猶豫、等
待與休息。
11、22、33、44、66、77、88、99
8

二、 活力(生氣)：樂觀、健康、活動力強、隨遇而安、有好
機緣、貴人運強、常為別人而忙、易被連累。
14、67、39、28、41、76、93、82
三、 財力(天醫)：有氣質、理想主義、情緒穩定、有智慧、
較感性、財力的掌控如得天助，衣食無缺，有時過於天
真，不知人間疾苦。
13、68、49、27、31、86、94、72
四、 權力(延年)：領導人物、主管級、愛管事、較操勞、好
勝心強、有權亦有錢、有責任亦有壓力。
19、78、34、26、91、87、43、62
五、 人緣(桃花)：感情豐富、俊男美女、喜歡美的事物、外
交手腕強、敏感、神經質、優柔寡斷、有桃花劫。
16、47、38、29、61、74、83、92
六、 口才(禍害)：業務特性強、愛講話、好面子、得理不饒
人、易招口舌之禍、內心脆弱、易受挫。
17、89、46、23、71、98、64、32
七、 固執(絕命)：生命力強、聰明、具正義感、熱心助人、
但自以為是、堅持己見、一生大起大落、衝動易犯上。
12、69、48、37、21、96、84、73
八、 善變(五鬼)：多才多藝、政治高手、開創格局、宗教家、
然個性善變、多心機、易招厄運、或意外傷害、劫財。
18、79、36、24、81、97、6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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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2017 年 7-10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社長：廖至軍
秘書：張志偉
節目：陳增松
擔當
附
司儀
記

時間~上午 8:00 德芳南路大
原7/31日變更七月大 元國小側門或 8:30 清水岩停
呂武霖
1768 7/29 六 組爐邊暨社頭清水岩 車場集合
黃英智
登山健行活動
午餐~11:30 花壇黑公雞餐廳
(花壇鄉聽竹街50 號)
時間:上午11:30~用餐
原 8/7 變更慶祝父親 地點:楓林谷土雞城(霧峰區
1769 8/5 六
黃銘松
節家庭日活動
峰谷里峰谷路149 號)
可提早到場歡唱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
1770 8/14 一
19:00~20:00 例會 林諭雍
議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時間:下午17：00~21：00
地區總監 ORTHO 公式
1771 8/21 一
地點:福野日式料理婚宴會館黃英智
訪問
(中市南屯區永春路17-8 號)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1772 8/28 一
19:00~20:00 例會 呂武霖
餐敘暨人物專訪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專題演講:
1773 9/4 一
19:00~20:00 例會 朱田源
講題: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1774 9/11 一 餐敘暨慶生、人物專
19:00~20:00 例會 陳錦章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訪
專題演講:文心社方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嘉綺社友
1775 9/18 一
19:00~20:00 例會 張辛庚
講題:用愛點亮生命.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以熱情擁抱人生
日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場:北海球場10:30 開球 江漢泗
1776 9/24
-25 一 球賽暨秋遊
晚宴:北都飯店
林進重
原 2 日變更與后里兄 時間:上午10:00-14:30
1777 10/1 日 弟社舉辦中秋烤肉聯 地點:大木塊休閒農場(台中 黃銘松
何森德
市潭子區大富路1 段104 號)
誼
1778 10/9 一 雙十連休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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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分爐邊:第一組江漢泗、第二組林諭雍、第三組洪有益
※8 月分爐邊:第一組黃銘松、第二組劉振銘.劉 成、第三組朱田源
※9 月分爐邊:第一組陳通敏、第二組宋喜來、第三組陳錦章

A-KI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RIPE) Sam F. Owori，因在美
國德州的外科手術後併發症
而不幸於當地時間(7/13 周
四)辭世。一位如此卓越的扶
輪領導人的殞落，的確是晴
天霹靂，也是全世界沉痛的
損失，願 RIPE Sam F. Owori
一路好走，安息！
★如比爾蓋茲所說的，要不是因為有像國際扶輪數十年來對根除小
兒麻痺的堅持與努力不懈的這些團隊，今天這個世界上，恐怕有超
過一千六百萬個人會因感染小兒麻痺而不良於行！
扶輪人從一開始就知道這不是一條好走的路，盡管在扶輪志工前面
的是萬般危險、困難重重，這三十幾年來，因為前仆後繼無數的扶
輪志工的攜手奉獻，而讓世界上多過一千六百萬個人能健康走路去
上學受教育、開展自己的美好人生，進而有能力去改變他們的生活
家居與社區環境，有了這一千六百萬個典範可以當成好的理由，扶
輪人跟夥伴們對於從這個世界上根除小兒麻痺是應該肯定樂觀的！
★扶輪新年度一開始的七月就是社員與擴展月，根據你是扶輪人的
經驗，你也認同參加扶輪會有這些國際扶輪幫我們整理清列的人生
成長機運嗎？
比如，專業人脈連結、服務志業機會、結交各界好友、領導技巧發
展、個人生涯成長、多元文化體驗、精煉演講技巧、世界遊歷協助
等等
如此的絕佳機會與組織，你怎能忍心獨自享受，不介紹給你親朋好
友們一起來參與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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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社長 Ian Riseley 於新年度一開始就
在冰島 Thingvellir 國家公園的｢友誼森林
｣(Friendship Forest)親手種下了一棵樹。他
鼓勵全世界的扶輪社的每位扶輪社員在
2018 年世界地球日(4 月 22 日)前，都能種
下一棵樹！

★有越來越多的資料問題反應聯繫了！怎麼辦呢？有可能新系統剛
開始運作，所以還需要一段磨合期。對於一些問題，｢輕鬆的扶輪｣
也沒有能力解決，因為 RI 並沒有設計地區層級的系統管理者，一切
只能循一般使用者回報問題去跟 RI 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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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地區一分割，3461 地區的 ALUMNI 前受獎人，只有承接 3460 地
區 20 年來總共七位而已。希望不會都跑去 3462 地區了！
必要的聯繫已經回報給 RI，我們扶輪社與地區終端使用者對這些資
料正確與否的問題就是只能耐心等待！請大家務必耐心等等。

★My Rotary 今天這篇 Marilyn Fitzgerald 專訪的頭版真的是好文章！
值得大家花幾分鐘讀一讀。作者給我們機會去反省一下，我們做對
服務嗎？我們做的服務真的是社區需要的嗎？當我們做好服務離去
後，我們對社區所資助改變的成效是否仍舊持續發展？單純有善心
善念是不夠的！
當我們花大錢蓋避難屋給在垃圾場撿拾維生的貧困母親們，可是她
們卻真正希望的是，更簡單經濟地給她們的孩子有受教育的機會而
已。
大多數扶輪人生在生活無虞的國度裡，隨手有乾淨的水源可取用是
無庸置疑的自然，因而我們卻理所當然的忘了這個世界某些角落的
人們，他們真的沒有像我們這麼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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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限量公仔預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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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北海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