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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7 年 9 月 11 日  第 1774 次 例 會   

KANE 社長時間   

     地區副秘書長 PRINT ,秘書 HERO,直前社長 
CYLINDER，今晚人物介紹 PACK PP ,各位 PP、社友、夫人、
大家晚安、大家好。 

    因為女兒要去澳洲讀書，未滿19歲的需要家長陪同前
往，在此時間感謝 IPP-CYLINDER 代理社長職務處理社務、
讓社務順利進行。 9/9～10日是與基隆東南兄弟社聯合舉辦 
草嶺古道健走及高爾夫聯誼，全程社友熱烈支持，讓二社的
聯誼活動有了新的里程碑，尤其PACK PP 也順利的走完行程;
在此特別感謝 MANPOWER PP 、IPP-CYLINDER的行程規劃及
兄弟社熱情參與招待，又收到基隆東南兄弟社說不清那位送
的及監委的禮物，讓每位出席活動的社友滿載而歸。再過半
個月，9/24～25日是與基隆東南兄弟社高爾夫球賽暨大里社
秋遊，期待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每每到了星期一的例會，我就會緊張起來，因為要例
會，社長總是要說說話，而我得絞盡腦汁思考如何處理好文
稿，Kane的作文是爛的可以，文章不全之處還請各位諒解。 

    今天是內輪餐敘暨9、10月
慶生活動，還有人物專訪: PACK 
PP，讓我們來傾聽我們的大哥
大，的成長歷程及有價值的回憶
錄，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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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秘書時間   

★今日菜單~~~ 
九.十月爐主夫人~~ 
陳通敏夫人~鮮蔬高麗菜.鮮炒絲瓜 
宋喜來夫人~清燉牛肉湯 
陳錦章夫人~古早味控肉 
何森德夫人~香蕉 
賴輝梧夫人~什錦炒麵 
呂武霖夫人~綠豆冬瓜湯 
趙寶祥夫人~港式煲雞湯 
不分區~~ 
廖至軍夫人~白斬鵝肉.水果 
張志偉夫人~白飯.五行時蔬 
黃英智夫人~蔥爆松阪猪 
 
◎例會結束後請各理事留步，將召開9月理事會議。 
 

TRADE 高爾夫球主委報告 

★與兄弟社高爾夫球聯誼活動 

日期：106 年 9 月 24 日(日)  

09:00 大武崙海關充公品拍賣場相見歡大合照→分組活動： 

(1)高爾夫球組：大武崙→北海球場球賽、午餐→北都飯店晚餐及

頒獎 

(2)郊遊組：大武崙→新北市牡丹區的十三層庭園餐廳午餐→ 

102 公號→金瓜石地質公園、神社、太子賓館、黃金博物館→ 

北都飯店晚餐及頒獎 
 夜宿~基隆 長榮桂冠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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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25 日(一)０８：３０ 出發囉!! 
０９：３０ 象鼻岩 

       為網路廣為流傳的台灣 36 個秘境之一，顧名思義

為外觀酷似一頭巨象側身矗立於海上之巨岩，懸崖

岬角為象身，海蝕拱門細長彎曲的石塊則宛如巨象

的長鼻伸向深不見底的大海，象頭與象鼻之間的空

隙形成海蝕洞的拱門景觀。 

   １０：３０ 福隆遊客服務中心 
海漂流木雕刻創作展示區之作品係由 22 名三義木

雕師發揮環保再生概念採用颱風過後沖刷到海上

的漂流木再重新雕刻以創意製作出來的藝術品。 

１１：３０ 午餐時間 
１３：００ 猴洞坑瀑布 

    由巨大岩壁頂處奔流而下，分為上下兩層，落差達二、

三十公尺，頗具氣勢。 瀑布之下，形成水潭，可以游

泳或戲水，附近溪谷的有樹蔭遮蔽，夏日來此可以清

涼避暑。 

 １４：００ 三貂角燈塔 
           坐落在臺灣最東的岬角上的三貂角燈塔，是太平洋區

的重要指標，有「台灣的眼睛」之稱，塔高 16.5 公尺，

每 28 秒連閃白、紅光兩次，射程約 25 海浬。 

  １５：００ 金車伯朗咖啡館 
      位在頭城外澳的半山腰上，可以眺望烏石港與龜山島. 

這樣的美景總是在假日的時候吸引大量遊客上山 

  １７：３０ 晚餐時間 
     回溫暖的家~期待再相會!! 

 

PACK聯誼主委報告 

九月生日壽星~陳增松 MATSU 9/5、趙鳳珠 FOOD 夫人 9/5、
楊瑞娟 TRADE 夫人 9/7、林進重 LIGHTER 9/10、洪紅碧 LAND
夫人 9/10、賴輝梧 LIGHT 9/20、陳錦章 LAND 9/20 

十月生日壽星~林諭雍 CANBAN 10/2、曾杉源 CPA 10/11、    
朱田源 TONY 10/13、江杏雪 PRESS 夫人 10/20 

十月結婚紀念日~劉振銘 PRINT 伉儷 10/1、張辛庚 SHOES 伉
儷 10/6、黃健光 CYLINDER 伉儷 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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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U 節目主委報告 

◎今日人物專訪~~黃銘松 PACK PP 
◆生日：37.06.25 
◆夫人：沈英蜂 
◆生日：38.01.20 
◆結婚紀念日：55.12.30 
◆入社日期：2003.11.10 
◆職業分類：包裝材料製造 
◆現職：穗榮包裝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廖至軍
秘書：張志偉
節目：陳增松 2017 年 9-11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擔當 
司儀 

附  
記

1775 9/18 一 

專題演講:文心社方
嘉綺社友 
講題:用愛點亮生命.
以熱情擁抱人生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張辛庚 

1776 9/24 
-25 

日 
一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賽暨秋遊 

球場:北海球場10:30開球 
晚宴:北都飯店 

江漢泗 
林進重 

1777 10/1 日 
原 2 日變更與后里兄
弟社舉辦中秋烤肉聯
誼 

時間:上午10:00-14:30 
地點:大木塊休閒農場(台中
市潭子區大富路1段104號) 

黃銘松
何森德 

1778 10/9 一 雙十連休休會   

1779 10/16 一 電影欣賞:老師.你會
不會回來 

時間:另行公佈 
地點:台中站前秀泰影城(中
市東區南京路76號) 

陳增松 

1780 10/20 五 參加姐妹社第1500次
例會 

參加人員 黃健光 

1781 10/27 五 變更重陽活動及彰化
榮民捐米社區服務 

時間:另行公佈 
地點:彰化 

李彥錫 

1782 11/6 一 專題演講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劉  成 

※9月分爐邊:第一組陳通敏、第二組宋喜來、第三組陳錦章 
※10月分爐邊:第一組何森德.賴輝梧、第二組呂武霖、第三組趙寶祥 
※11月分爐邊:第一組張家欣、第二組陳增松、第三組黃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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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扶輪知識 (1) 
每週的扶輪思索   
Weekly Rotary Thoughts  
 
扶輪社社長於扶輪年度裡能夠開始去建立這項傳統－ 
於每次例會開始時花點時間在扶輪知識上， 
並要在社員中〝輪流〞指定作為每週朗讀人。 
其實，我們扶輪創始人保羅‧哈理斯 
不也是有過類似〝輪流〞有關的點子嗎？ 
我為何會成為一位扶輪社員  
WHY I AM A ROTARIAN  
  
台北松山扶輪社前社長 高永吉 PP Spencer 譯 2005/02/26  
  
我為何會成為一位扶輪社友。隨著時光飛逝，這些原因也會 
跟著改變。在 1950 年，因為有兩位我所敬重的實業家邀請我 
參加扶輪社，同時這些在城市中商場上及專業領域中的先進 
們推選我成為美國賓州的加利福尼亞扶輪社員。  
Why I Am a Rotarian. The reasons change with passing  
time. In 1950, it was because two businessmen I  
respected had invited me to join, and the leading business  
and professional men in town elected me to membership  
in the Rotary Club of California, Pennsylvania, U.S.A.  
此後經過許多年，我感受到在扶輪社裡熱情的友誼，優雅的 
歌詠及一連串的社區服務計劃吸引著我。於 1955 年，在芝加 
哥所舉辦 50 週年的國際年會時，我才第一次發覺到扶輪國際 
性的驚奇。或許那才是我真正成為一位〝扶輪社員〞的時刻。 
For several years, it was the warm fellowship in the club,  
the excellent singing, and a series of community service  
projects, which attracted me. In 1955, at the 50th  
Anniversary Convention in Chicago, I discovered for the  
first time the wonder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ity of Rotary.  
Perhaps that is when I truly became “a Rotarian.＂  



7 
 
 

於年復一年時序的推移，開啟了新服務的大門…我擔任地區 
總監職務，之後成為國際扶輪的理事，並且榮膺兩任立法會 
議的主委，並擔任兩屆國際扶輪社長之助理。每當我們看到 
扶輪社員表現非凡的“超我服務＂時，我們會因而認識些新朋友 
並對扶輪的意義有更深一層的瞭解。  
With passing years, new doors opened up... serving as a  
District Governor, then a Director of R.I., serving twice as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n Legislation, and serving as  
Aides to two Presidents. And each time, we made new  
friends and Rotary took on a deeper meaning as we  
watched Rotarians perform remarkable acts of "Service  
Above Self."  
於 1987 年，全世界的扶輪社員選我當他們全球的社長。他們 
的反應，不單單只是在卓越的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運動，而 
且在扶輪社的擴展及社員的成長方面，注入了新生命到職業 
服務及扶輪青年服務團裡，並且最後在克服了我們社員性別 
上的障礙，證明了那是件最有成就的一件事。扮演一位領導 
人角色的機緣的確是令人興奮不已。  
In 1987, the Rotarians of the world made me their  
worldwide President. Their response, not just in the  
magnificent PolioPlus campaign, but in extension and  
membership development, in infusing new life into  
Vocational Service and Rotaract, and finally in  
surmounting the obstacle of gender in our membership,  
proved most fulfilling. 
 
Vocational Service and Rotaract, and finally in  
surmounting the obstacle of gender in our membership,  
proved most fulfilling. The chance to play a leadership  
role was indeed exciting.  
為何 55 年後我仍然持續是一位忠實、工作的扶輪社員？不論 
是戰爭或經濟逆轉，扶輪在社員及服務方面是不斷持續的成 
長，這正證實我的判斷，那就是因有對友誼以及對服務承諾 
的結合體，一種全世界、永恆的呼籲，就是這股力量吸引了 
我，同時留住了我成為一位扶輪社員。  
Why do I continue a loyal, working Rotarian after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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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ars? Rotary's steady growth in numbers and in  
service, despite wars and economic reversals, confirmed  
my judgment that there was a universal, timeless appeal to  
the combination of friendliness and commitment to  
service, which had attracted, then held me, as a Rotarian. 
而這有用的感覺仍然存在著，不但在我的扶輪社的計劃裡， 
而且在全世界的活動場合都是如此，那裡有大量的挑戰，則 
那兒扶輪社員所扮演的角色也會跟著成長，而那兒人類的未 
來等著我們去決定。  
And the sense of usefulness is still there, not only in the  
projects of my club, but in the world arena, where  
challenges abound, where Rotarians have growing roles  
to play, and where the future of mankind is yet to be  
determined.  
查理斯‧凱勒  
1987-88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  
美國賓州加利福尼亞扶輪社  
寫於 2006.1.6  
Charles C. Keller 
 (Law-Corporate Practice) 
Presid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1987-88 
The Rotary Club of California, Pennsylvania 
USA 
2006.1.6. 
 

BANK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2017 河畔太平，親子健行大

手拉小手，全家太平遊 
2017 Taiping Walking, Family Go 

台中太平 921 震災紀念公園

2017.09.16 (Sat.) 
賽事日期 : 

活動日期：2017 年 09 月 16 日(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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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賽項目: 

  組別 里程數 出發時間 關門時間 報名人數 報名費用 

健行組 4 K 06:00 2 小時 2000 人 690 元起 
 

 
各組競

賽里程 

  健行組 4K 

舊太平路→太堤自行車道(太堤西路)→景觀橋右轉→太堤自行車道(太堤東路)→

舊光興隆橋右轉→舊太平路→回終點台中太平 921 紀念公園 

 

2017 A+New Star 舊鞋救命公益路跑 

活動日期：2017 年 9 月 17 日 (星期日) 

項目 5K 休閒組 10Ｋ挑戰組 23k 半馬組 

報名費用（元） 800 900 1000 

關門時間（出發起算） 1.5 小時 2.5 小時 5 小時 

限制人數 2000 2000 2000 

報 到 方 式 ：報 到 一 律 採 郵 寄 報 到 ，各 組 參 賽 者 請 於 出 發 
時 間 前 1 5 分 鐘 至 計 時 門 架 前 集 合 

鳴槍出發 8:10 7:40 7:00 

 

舊鞋捐贈說明： 

註 1：活動當天舊鞋捐贈會場：太原停車場(太原、建和路口)(9/17-

上午 6:00~下午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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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郵寄：請下載專用標籤「郵寄專用標籤」或 依照下圖範例格

式 手寫/製作...等 

單位：舊鞋•救命Ｘ伯利恆倉庫 

地址：２４３５５新北市泰山區新北大道六段７９巷５７弄８－２號 

詳情請至 舊鞋救命 step30 粉絲專業查看 

 
 

 
 - - - -  什  麼  樣  的  鞋  子  才  適  合  捐  贈  呢  - - - - 
1.不限尺寸、不限年齡的。  
2.貧民區的朋友居住環境較差，如果在泥濘的路穿上高跟鞋，是很

難行走的。  
 3.不適合的鞋款請別再捐贈，不僅浪費您的運費，也占用貨櫃空

間，以及志工後續整理時間。  
 4.不建議捐贈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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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另 外 鞋 類 可 以 舊 ， 但 凡 是 發 黴 、 破 爛 、 掉 

底 的 ， 請 勿 捐 贈 ！ - - - 

X： 

高跟鞋、長靴、不耐穿的款式、鞋
底破損、不堪用的拖鞋、涼鞋。 
  

O：  

童鞋、平底鞋、運動鞋、皮鞋、短雨鞋、
軍用皮鞋、平底娃娃鞋、嬰兒鞋、帆布鞋、
學步鞋、短靴、平底包鞋、運動拖鞋。  

 

FOOD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各位社友、夫人們大家好!!爐邊主委 F00D 報告八月爐邊黃銘松、

劉振銘、劉  成、朱田源，敬邀大家於九月二十日(星期三)18 點 30

分假大里路巧味膳房(大里區大里路 200 號)，舉辦九月份爐邊聚餐

聯誼，屆時竭誠歡迎撥冗參加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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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2017 年音樂會【愛無限】天使心家族感恩音樂會 

你的心有多久沒有被洗滌了? 你覺得每天生活都一成不變嗎? 
忙碌的你有多久沒和家人好好欣賞一場音樂會了呢? 
 
生命就像一場載著愛奇兒的單車環島旅行 
想知道為什麼嗎? 
邀請您來參加{愛無限音樂會} 
 
2017 歲末和您最愛的家人 
一起夢想、一起歡笑、一起感動、一起流淚、一起創造奇蹟 
因為再忙,也要和你一起分享愛奇兒家庭的音樂故事 
 
~生命創造夢想 愛創造奇蹟~ 
  

2017 年全台巡迴日期與地點 

■10/21(六)PM7:30 台中場/中興堂 (座位 1195 席) 

地址：臺中市精武路 291 之 3 號 

■10/27(五)PM7:30 台北場/國父紀念館大會堂 (座位 2518 席) 

地址：臺北市信義區仁愛路 4 段 505 號 

註：GOODTV 錄影場次 

■11/11(六)PM7:30 桃園場/中壢藝術館音樂廳 (座位 1160 席) 

地址：桃園市中壢區中美路 16 號 

■11/24(五)PM7:30 高雄場/高雄文化中心至德堂 (座位 1702 席) 

地址：高雄市苓雅區五福一路 67 號 

■11/25(六)PM4:00 台南場/台南生活美學館 (座位 838 席) 

地址：臺南市中西區中華西路二段 34 號 

※以上五場音樂會均透過年代售票系統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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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31 日起開放年代購票系統早鳥優惠八折 
年代購票網址:https://goo.gl/iyKRto 
→8/26~11/13 日起團購方案開跑囉!! 
 不限票價區，均享 8 折優惠買 10 張再送 2 張，送完為止。 
 團購網址:http://www.ah-h.org/news1.asp?ID=806  
捐款網址:http://www.ah-h.org/5-1-5.asp 
你我都有一顆天使心 

   在上帝的眼中，所有身心障礙的孩子都是美麗的天使，而他們的父母為

了照顧這群孩子，天天要操的心叫做「天使心」。在你我裡面，願意以愛來

擁抱，樂意以行動來關懷這些家庭的心，同樣也是天使心。 

 細說從頭 

 父母先走出來，孩子才有希望！ 

   「天使心家族」緣起於大提琴音樂家林照程與鋼琴家蕭雅雯的家庭。他

們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師大音樂系後，人生前途原本一片燦爛美好，卻因兩名

重度和極重度發展遲緩的孩子的出生，經歷許多照顧身心障礙兒的挫折與艱

辛。為了孩子，他們四處尋醫、求神問卜。  

  頓時之間，家庭經濟也從優渥的高峰跌入負債累累的谷底。如同許多身

心障礙兒父母們，他們深深經歷這一切的苦楚和辛酸。 

   正當最無助、絕望的時候，靠著信仰的力量，他們擦乾眼淚，揮別陰霾，

重新看待他們的孩子如同上天所賜可愛的天使。透過孩子，他們學會了無條

件的愛、接納與包容。全家也因此重燃生命的活力，以積極正面的態度引導

照顧孩子的成長，更讓每一個家人能以快樂和充滿希望的眼光面對生命的每

一天。 

   基於多年切身的經歷，林照程夫婦深感「父母先走出來，孩子才有希

望！」。於是在 2002 年以這群孩子代表的意義，邀請數個身心障礙兒的家庭，

組成了「天使心家族」。盼望能夠透過一個團體的結合，更多地服務身心障

礙兒的家長，讓父母們在照顧孩子的路上，有一個溫暖的陪伴。 

   成立之初，雖然人力、資源都不充足。但在這群父母們胼手胝足的付

出，以及許多熱心人士的參與下，「天使心家族」日漸茁壯。幾年下來，許

多家庭因為父母親自己的成長，帶來夫妻間、親子關係間的突破。即使在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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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中也能重拾生命的喜樂與盼望，在如此溫馨敞開的家庭中，這些如同天使

的身心障礙兒也得到更大的幸福。 

   歷經多年的努力，「天使心家族」獲得許多家庭和社會大眾的信任與支

持。2006 年正式成立為「財團法人天使心家族社會福利基金會」。 

   期待在未來透過更多社會資源與專業人士的結合，擴大對全國身心障礙

者父母和家庭的服務。同時建立支持網路，創新資源提供，落實對身心障礙

者家庭關懷、輔導與照顧。並倡導身心障礙者福祉，協助社會熱心大眾積極

參與身心障礙者家庭服務，而能發揮深藏在你我心中的「天使心」，攜手共

織一片有愛無礙的美麗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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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里 扶 輪 社 第 三十五 屆 應 收 社 費 明 細 表 
編號 會計科目  
  

社友姓名 
常年社費 
收入(7-12)

@3500 

R.I會費 
全年 

地區基金 
全年 

台北 
世界年會 

中華扶輪
教育金

扶輪之子
認捐 

 
共同基金

婚喪喜慶
代收款

交接 
統一捐

歡喜 
收入 

總計 
應收 

 
已收 

 
未收 

1 洪有益 21,000 1,800 600 1000  6000 5000 4796  40,196 34,196 6,000 洪有益 A-KI
2 劉振銘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1000 45,196 41,000 4,196 劉振銘 PRINT
3 宋喜來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宋喜來 PRESS
4 何森德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何森德 PAINT
5 賴輝梧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5000 4796  39,196 40,000 -804 賴輝梧 LIGHT
6 江漢泗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12000 5000 4796 1000 58,996 58,996 江漢泗 TRADE
7 林進重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5000 5000 4796  50,996 50,996 林進重 LIGHTER
8 張家欣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6000 5000 7194  54,394 54,394 張家欣 MANPOWER
9 陳增松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陳增松 MATSU

10 黃銘松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12000 5000 7194  58,594 50,000 8,594 ⿈銘松 PACK
11 陳通敏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7194  46,594 46,594 陳通敏 ALUMI
12 李彥錫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12000 5000 7194 1000 61,394 32,000 29,394 李彥錫 LASER
13 劉 成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劉  成 TTA
14 張辛庚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44,196 44,196 張⾟庚 SHOES
15 陳錦章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500 44,696 45,500 -804 陳錦章 LAND
16 廖至軍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24000 50000 5000 47960 1000 164,160 168,566 -4,406 廖⾄軍 KANE
17 朱田源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44,196 70,000 -25,804 朱⽥源 TONY
18 黃健光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12000 5000 7194 1000 61,394 33,592 27,802 ⿈健光 CYLINDER
19 呂武霖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7194  36,594 36,594 呂武霖 BANK
20 黃英智 21,000 3,600 600 1000 10000 5000 7194  48,394 38,394 10,000 ⿈英智 FOOD
21 林諭雍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44,196 6,080 38,116 林諭雍 CANBAN
22 張志偉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12000 20000 5000 23980  95,380 26,000 69,380 張志偉 HERO
23 曾杉源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12000 5000 7194  58,594 59,400 -806 曾杉源 CPA
24 趙寶祥 21,000 1,800 600 1000 10000 5000 4796  44,196 44,196 趙寶祥 WATER

 總計 504,000 55,800 14,400 24,000 170,000 118,000 70,000 120,000 196,636 5,500 1,278,336 644,728 633,608

  

P.S社費繳費明細如上．請社友們準時繳交.以便社務運作順利請匯款至土地銀行大里分行 戶名:臺中市大里扶輪社 
帳 號:1500010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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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腳加健腳隊!! 

     叫我第一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