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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4 月 20 日第 37 期第 20 卷 

 

※※※第 1910 次例會※※※ 

專題演講 
方嘉綺理事長 

熱愛生命文教基金會 
~不只是咖啡.我們分享愛~ 

 

 

 

 

 

 

 

 

 

 

 

 

 

 

 

 

  社  長：張志偉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黃英智    新世代主委：陳通敏 

  副社長：黃英智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林進重    節 目 主委：張信賢 

  秘  書：李龍翔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曾杉源    出 席 主委：呂武霖 

  財  務：劉振銘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李彥錫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糾  察：江漢泗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賴輝梧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2019-2020 年度理事~~張志偉.曾杉源.

劉振銘.何森德.江漢泗.張家欣.黃銘松.

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張信賢 

社訓練師:廖至軍  RCC 主委:張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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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20 年 4 月 20 日  第 1910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昨天國際扶輪3462區捐數千萬物資抗疫，相關的媒體報
導在LINE的連結裡都有，大家能上去看看扶輪在這疫情威脅
下，為社會盡點心力，為台灣發聲，讓世界看到! 

    今天很感謝方嘉綺理事長再次蒞臨大里社，上次35屆時
9月18日首次蒞社來演講，相信大家都記憶猶新，今日主題
又跟上次不同，讓我們好好的聆聽還能品嘗好喝的咖啡，再
次熱烈歡迎理事長及幾位夥伴的蒞臨!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ARC 秘書報告 

大里扶輪社 2019~2020 年度四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9 年 4 月 13 日（星期一）下午 18：00 
二、 地點:客家本色(大里店) 
三、主席:張志偉  紀錄：李龍翔 
四、出席:張志偉、曾杉源、黃銘松、黃健光、張家欣、張信賢 
         江漢泗、黃英智、李龍翔、劉振銘、何森德 
五、討論提案 

1.案由:扶輪月刊費用是否補齊案。 

說明: ＊3/20 收到台灣扶輪月刊之公文，表明扶輪月刊費用將需
於 4/5(日)前繳清，若未繳清則將暫停會籍。 
＊我社在 7月份理事會中決議繳交費用為 7,000 元整，尚待繳清

之費用為 14,350 元。 
＊相關公文請參閱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還是維持年繳 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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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案由: 第三屆地區年會取消，並舉辦千人視訊公益結合防疫活動
案 
說明: 第三屆地區年會原訂 3/21、3/22 假中興大學舉行，但因新
冠肺炎疫影響，考量到全體社友暨寶眷之健康與安全，最後決定

第三屆地區年會取消，並另籌劃公益結合防疫千人視訊替代方案。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公益結合防疫千人視訊捐款活動： 

日期：2020 年 4 月 19 日(日) 

活動地點：臻愛花園飯店 
活動內容： 
(1) 邀請 蔡英文總統、行政院長蘇貞昌、內政部長徐國勇

等重量級政府首長以及扶輪前輩 PRIP Gary & PRID 
Jackson 等參與視訊，共同見證台灣人的團結精神與科技
實力! 

(2) 主場地台中，並設兩處移動式採訪地點彰化及南投，
同步連線。 

＊鼓勵地區各扶輪社共襄盛舉，贊助防疫費用，建議各社召開理

事會，將下列今年度已編預算，可「以各扶輪社名義轉捐款」。 
(1) 各扶輪社第五年每位贊助 2021 世界年會 1,000 元。 
(2) 每位社友應繳交之分攤費 1,000 元扣除已發生之部份

尾款。 
(3) 每位已繳交之 1,200 元報名費。 
(4) 各社友贊助年會摸彩之職務捐。 

＊本社目前尚未匯款分攤金(30 位)+註冊費(46 位)，共計 87,400
元 
＊請討論：是否直接轉為贊助防疫費用，Paint 助理總監鼓勵

1-4 分區各社，比照彰化南區扶輪社理事會通過贊助 4/19 「分
享扶輪分享愛 防疾扶輪動起來」的公益活動！謝謝！請大力鼓
勵他們！ 

＊相關公文請閱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只繳交年會社友分攤金做為贊助費用。

PAINT助理總監個人捐20000元，CYLINDER副祕書長個人捐10000

元。 

 
3.案由:本年度慶祝母親節活動停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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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后里兄弟社來函將停辦共同慶祝母親節家庭日活動，社內是
否自行辦理慶祝活動。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也停辦社內慶祝活動。 

 

4.案由:本屆授證再討論案。 

說明:原訂日期 4/25 已延至 5/29(五)，是否如期舉行或停辦。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再延至 6/13(六)，等五月份理事會做最後

確定。 

 

5.案由:三月份財務報表審核案。 

  說明:總計 1058050-扶輪之子 181442-高爾夫捐款 127374-共同基

金 20000-婚喪代金 4071=725163 社務結餘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臨時動議: 

PACK:HOUSE 久未出席社費是否有問題。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請社長再了解意願。 

PACK:爐邊會是否暫庭舉辦?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等疫情結束再擴大舉辦。 
 

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4/27(星期一)晚上 18:00，將召開 38 屆第 2次理事籌備
會，地點:和園日本料理(大里區慈善路 71 號 04-24951499)，
敬邀 38 屆各理事當選人準時出席，社裡會再行文通知。 

大里扶輪社 2020~2021 年度第 38 屆理事名錄 

◎當然理事:張志偉、黃英智 

◎推派理事:林進重、黃健光、李龍翔 

◎職員理事:張信賢、陳錦章、洪有益 
◎選舉理事:呂武霖、張家欣、黃銘松、何森德、蔡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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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節目主委報告 

講師姓名：方嘉綺講師    

演講日期：109年04月20日  時間18：00 
秘書李蕙君電話：0968-288601或(04)2708-0010   
e-mail：liwhejin@ llf.org.tw 
基金會地址：台中市逢甲路225巷3號 
方嘉綺理事長行動電話：0913-016456 
學歷：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現任： 
1、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金會 執行長 
2、3461地區台中文心扶輪社社員 Education 
 

專題演講主題：不只是咖啡，我們分享愛 

演講摘要： 

1. 分享本會服務低收、中低收入戶及偏鄉地區弱勢孩童,免
費提供遠距英文教學、課業輔導與品格教育,同時培養孩
子們的職能技能。 

2. 藉由生命教育、職能體驗、多元教學、戶外教學活動、倡
導讀書運動來關懷偏鄉兒童,教導孩子們 如何愛自己、愛
他人,幫助孩子們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 

3. 用"翻轉教育”擁抱每一個孩子,期待透過我們的服務讓孩
子們能夠自立謀生並懂得惜福知恩來回饋社會,進而長大
後為社會盡一份心意,開啟良善的循環。 

 

 
 



6 
 

CYLINDER 分區副祕書長報告 

國際扶輪3462區捐數千萬物資抗疫 總統蔡英文：政
府應學習扶輪不畏困難精神 

 

4/19分享扶輪、分享愛 扶輪防疫動起來」，國際扶輪3462
區2020年取消大型年會改採直播視訊會議，並將省下來的經
費添購數千萬元防疫物資，捐贈給台中、彰化和南投等縣市
政府，19日還邀請總統蔡英文，以及在美國的國際扶輪社社
長馬克丹尼爾梅隆尼進行視訊，蔡英文除了肯定扶輪社30年
來為台灣的付出，更期許政府團隊應學習扶輪精神，克服困
難，努力達成。 
 
為了避免群聚活動成為防疫缺口，國內許多活動被迫取消，
國際扶輪3462地區年會原本也打算順從政策暫停辦理，但總
監黃進霖評估「全民抗疫不分你我」，幾經思考，決定將年
會以「現場直播3地視訊會議」的方式舉辦，讓全球扶輪人
可以不受疫情阻礙，如期參與年會。 
 
黃進霖說，現在線上有2700多名社友參加視訊會議，年初新
冠肺炎爆發後，扶輪人就在思索，團隊能為社會和防疫做出
什麼幫助，扶輪的六大服務領域裡，包括疾病預防與治療，
以及經濟與社區發展等，這2項不正是目前最需要扶輪社服
務的機會嗎？因此結合最好的社友廠商，捐錢、捐防疫物
質，協助台灣盡快度過難關，Rotary can help。 
 
黃進霖還說，這次社友分別捐給台中、彰化和南投3地千萬
元防疫物資，包括2千套專業防護衣、1百組高流量氧氣治療
系統、2百組防護插管箱及牛樟芝能量膠囊等，他也鼓勵各
社社友「有錢出錢、有力出力」幫助中小企業，為「台灣防
疫最前線」加油打氣。 
 
蔡英文致詞時表示，首先感謝各位社友，很多大型活動都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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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但大家對於台灣的努力和付出並沒有停下來，各位不僅
支持政府的防疫政策，還捐贈許多的醫療物資，大家結合國
內外力量，一起對抗疫情，這些作為都是要讓世界看到
Taiwan，看到Rotary。 
 

她還說，過去30年來，因為
扶輪社的堅持和毅力，幾乎
讓台灣的小兒麻痺症絕
跡，她期許政府團隊應該學
習扶輪社精神，不論是防疫
或是消滅C肝，政府都能跟
大家一起克服困難，努力達
成，明年國際扶輪社的世界年會將在台北舉行，她誠摯歡迎
世界各地社友來台灣，再次感謝各位多年來為台灣做最好國
民外交，台灣有你們真好。 
 
遠在美國的國際扶輪社社長馬克也透過視訊和多名在台灣
的國際扶輪交換生進行視訊互動，來自義大利的王菲表示，
她的家鄉成為重災區，原本猶豫到底要不要提前回家與家人
團聚，但在與家人討論、必須多次轉機考量下，最重要的是
台灣很安全，最後她決定留下來。 
 

來台學習中文的西班牙交換生白艾德華說，因為西班牙沒有
像台灣實施這麼嚴格的防疫做法，控制得宜，所以才會造成
目前全國有 16.7 萬人確診，連他當醫生的母親，因為每天
都要進出醫院，令他非常擔憂，但是台灣非常安全。 

來自法國的詹艾利、美國的施云亞、日本李子晴和巴西的陳
亞都說，台灣防疫做得很棒，讓她們都很放心，不只是政府
在疫情爆發之後的明快決策，還有民眾完善的防疫觀念，以
及積極配合的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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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終點 

        我乃三太子是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