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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11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4期 

中華民國一○六年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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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例會 

      日期： 8 月 10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蔡政憲 Human 

      節目:   助理總監參訪~社務行政會議 

              1-4 分區助理總監 周添銘 E.C 
 

社長：鐘錦坤     副社長：黃國卿      秘書：鄭宇宏    會計：陳威岳     糾察：陳茂煒 

2017-18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黃國卿  節目主委: 黃文隆

鐘錦坤、曾建忠、鄭宇宏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出席主委: 邱仕銅

張明選、廖欽炯、張煥文 服務計劃主委: 陳鴻文  聯誼主委: 林毅勳

曾復興、劉國勳、黃國卿 扶輪基金主委: 曾建忠  社刊主委: 李盛明

黃文隆、吳本源、陳鴻文 公共關係主委: 吳本源 

黃志豊、林毅勳、陳威岳 新世代服務主委: 黃志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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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X-Building 社長的話 
 

         分區助理總監 E.C 伉儷、副秘書長、聯誼主委、 

        各位 PP.社友、夫人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非常高興分區助理總監團隊蒞臨本社參訪，大里國光扶輪社

今年 7月 6日首敲在六大委員會執行規劃報告中，已請各委員會

盡最大努力，配合地區、分區執行年度計畫，敬請助理總監團隊

給予最高指導與協助。 
   新年度已過 41 天，各項計畫活動也陸續啟動，7月份女賓夕慶

生暨家庭爐邊活動，在所有社友、夫人及小扶輪熱烈參與下圓滿

完成。8月 5日慶祝父親節暨女賓夕慶生.家庭聯誼活動也感謝所

有社友、夫人及小扶輪熱烈參與吝達成今年本社年度主題:扶輪聯

誼家庭‧家庭支持扶輪、實至名歸。 

8 月 24 日總監公式訪問即將來臨，期盼本社能在公式訪問中與地

區團隊長官交流、討論、切磋，今年度在社務、社員、服務計畫、

扶輪基金、公共關係、新世代服務執行方面都能順利圓滿達成目

標。 

   本社自本周開始進行各項推薦，中華扶輪教育基金博士生推薦、

國光獎學金屯區各高中二名推薦、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扶輪之子

認捐，在 RI 年度目標最重要的二項 M.T 社員成長 、扶輪基金就

是時間(人).金錢，本社也朝著大目標邁進，期盼各位社友及夫人

能熱烈參與扶輪每次活動，已達成年度主題「扶輪改善世界」真

正改善世界需靠全世界社友及夫人一起努力，謝謝大家與助理總

監團隊蒞臨! 

              敬祝 大家有個美好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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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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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  旨：函轉第9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第17003號函，如附件及說

明，惠請查照周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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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請各扶輪社轉知社員，鼓勵捐獻扶輪基金會為禱。 

附  件：一、第九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20170726第17003號函 

        二、中文版巨額捐獻承諾同意書範本  
 

(三) 、主  旨：核轉第九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第17002號函，如附件及

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如附件。 

附  件：第九地帶扶輪基金會協調人20170726第17002號函。 

 

(四) 、主  旨：公告 2017-18 年度地區各扶輪社申請地區獎助金之審核通

過列表， 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2017-18 年度地區獎助金初審已於 7 月 13 日由地區獎助金審核委員會

初審通過，並於 7 月 25 日獲扶輪基金會 TRF 通知核可，案號：DG1860728。

二、隨函檢送審查通過各扶輪社申請案件列表，如附件。 

三、表列各社即請如實執行個案內容，並祈於 2018 年 01 月底前檢附結案

報告(含活動相片數張)、相關收據憑證及各社行庫帳號資料，遞 

交總監辦事處，憑以撥款核銷結案。 
附  件：2017-18 年度 3462 地區獎助金審核通過列表  

MOLD RYE 主委報告 

主  旨：公告本地區2018-19年度長、短期青少年交換計劃申請辦法，請

各社推薦優秀適齡學生參加甄試，詳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

周知。 

說  明： 

一、 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

RYE），是一項為了讓青少年有機會前往國外扶輪社所安排的

家庭住宿；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共同生活，學習該國文化。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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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異國的實際生活，訓練學生的獨立自主能力，並瞭解當地的

民俗風情與文物風景。同時也經由派遣學生的介紹，讓接待地

區的人民得以認識我國的文化與國情，促進兩國間的雙向交流，

增進世界的瞭解與親善。 

二、 本地區自 1999 年起即參與此項長期交換計劃，至今累計派遣

492 名學生前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厄瓜多爾、巴西、哥

倫比亞、祕魯、泰國、日本、印尼、印度、韓國、芬蘭、波蘭、

挪威、丹麥、瑞典、法國、德國、匈牙利、比利時、立陶宛、

斯洛伐克、土耳其、俄羅斯、瑞士、克羅埃西亞、西班牙、澳

洲等 31 個國家。也接待合計 474 名來自祕魯、加拿大、美國、

墨西哥、巴西、厄瓜多爾、土耳其、日本、韓國、法國、德國、

匈牙利、哥倫比亞、印尼、泰國、印度、比利時、挪威、阿根

廷、丹麥、立陶宛、捷克、瑞典、俄羅斯、瑞士、克羅埃西亞

等 28 個國家的交換學生。派遣學生歸國後的表現，至今仍獲

得家長高度讚賞。接待學生除少數提前遣返外，絕大多數均獲

得接待扶輪社、接待學校與接待家庭的肯定，且多數仍與接待

家庭繼續連絡往返，維持密切的情誼。 

三、 請貴社推薦優秀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友之子女皆可)參加

2018-19 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畫。學生申請辦法與資格詳如

《附件 A》之說明。 

四、 短期交換計畫同樣可讓學生接觸到外國文化而增進國際認識與

了解；詳細辦法請參閱《附件 B》之說明。 

五、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7 年 09 月 15 日(星期五)截止收件(以

郵戳為憑)。逾期或附帶文件不全者，視同無效申請。 

六、 若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

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 
附  件：A.長期(LTEP)交換計劃：  

1. 申請辦法 
2. LTEP 填寫說明與繳件檢查清單 
3. 中文申請書 

 B.短期(STEP)交換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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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辦法 
2. 中文申請書 
3. 英文申請書 
4. 英文申請書_說明檔 
5. 各扶輪社 ID 號碼查詢表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13 次例會，8 月 5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52 位   3.出席率:84 % 

 

WE 糾察報告 

第 1011 次例會 7月 20 日歡喜 鐘錦坤 1000 元、鄭宇宏 500 元、 

曾建忠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蔡秋明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 

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 

劉憲隆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胡開化 300 元、黃志豊 300 元、 

吳彥恆 300 元、黃英彥 500 元、陳威岳 300 元、陳茂煒 300 元、 

林毅勳 300 元、邱志明 300 元、林文耀 500 元、王國瑋 300 元、 

陳奕源 300 元、來賓歡喜共 9,000 元 、社長同學陳月柳娟社區服務基金

10,000 元整    總計共 28,800 元   感謝社友及來賓熱心歡喜!!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14 次例會 8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助理總監參訪~社務行政 

    政會議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二. 第 1015 次例會 8 月 17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專題演講:咖啡與生活 

主講人:烏日扶輪社楊芳銘 LIFE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三. 第 1015 次例會 8 月 24 日(星期四)下午 5:00 菊園婚宴會館舉行總監公

式訪問，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WILLS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7-18 年上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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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850 元、3462 地區基金 600 元、總會會費 100 元、社秘交接匾額 534

元、交接分攤金 1639 元，共 34,723 元. 

三、 社長:48,940 元、秘書:37,467 元、社長當選人:41,279 元、 

理事:36,362 元、社友:34,723 元、寶眷社友: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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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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年度 六大委員會執行內容 

一.社務行政委員會                主委：黃國卿 INJECTION 

▓秘書                                    秘書鄭宇宏 MICHAEL 

1.編印社員通訊錄及社友名片。 

2.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每月理事會召開與執行決議。 

4.依照國際扶輪秘書手冊執行。 

5.與社長出席國際扶輪台中市第 1-4 分區社長、秘書聯誼會議。 

▓會計                                     會計陳威岳 WILLS 

1.編列年度預算，並逐月檢視支出符合規定，製作收支明細。 

2.逐月紀錄、查核收入與支出。 

3.每月理事會報告財務狀況。 

4.執行年度財務交接 

▓節目委員會                           節目主委黃文隆 LIFE 

1.安排每月之例會節目及活動。 

2.定期安排專題演講。 

3.安排總監人才庫之講師於例會中演講。 

4.各項慶典活動之節目安排及主持。 

▓出席委員會                           出席主委邱仕銅 COPPER 

1.以提高例會出席率為目的。 

2.關心並追蹤缺席社友。 

3.例會前，主動通知、聯絡各社友及夫人。 

4.與聯誼主委配合在友社補出席的交流活動。 

5.安排社友參加 1-4 分區及各友社例會與活動，增加各社與社友間交流互  

  動，相互學習。 

▓社刊                               社刊主委李盛明 COMPUTER 

1.編排版面力求清楚、簡潔，宣導社務、與友社互動訊息。 

  2.報導社務進行中事項以及社友參與情形。 

  3.扶輪家庭變化與社友榮耀、喜慶等事蹟的分享。 

  4.特定節日(交接.授證)特刊編排。 

▓糾察                                    糾察陳茂煒 WE 

1.會場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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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場佈置是否得宜，如麥克風試音投影及電腦設備是否無 誤，以及大

型會議會場之佈置。 

(2) 提醒開會時，要準時開會，提醒準時閉會。 

(3)開會開始時，巡視社友是否還滯留在其他地方。 

(4)紀錄有無遲到及早退之資料登記。 

(5)維持開會時之品質，制止干擾會議秩序的情況。 

2.服裝儀容： 

(1)正式會議或有來賓蒞會時，檢核服裝是否整齊，著西裝繫當年度領帶，

並配帶扶輪徽章。 

3.歡喜箱： 

(1)社會服務的經費來源為歡喜箱的收入，須以個人意願樂捐， 

   不能有強迫性。 

(2)社友在社會上有光榮事蹟受表揚、刊登報上或其他喜事， 

   諸如社友或夫人生日、結婚紀念日、子女金榜題名、名 

   列前茅…等。 

▓聯誼委員會                           聯誼主委林毅勳 CAR 

1.於例會上介紹來賓與來訪社友。 

2.掌握社友間各項喜慶婚喪慶典，安排社友參與。 

3.與各兄弟社、姐妹社、友好社社友間往來，並介紹社友間 

  認識與互動。(金蘭社間往來由金蘭主委) 

▓休閒委員會                            休閒主委林文耀 ALAN 

1.注意社友各重大記事，並於例會或家庭紀念日上進行慶祝活動。 

2.尋找休閒聯誼地點，並安排休閒與家庭紀念日的活動。 

3.與內輪會共同辦理休閒活動。 

4.協助推動各社團、友好會的活動。 

(1)、 高爾夫球                         主委: 賴基詮 WATCH 

(2)、國光薩克斯風隊                    團長: 戴百樟 FRUIT 

(3)、國光慢速壘球隊                    隊長:陳信宏 FANDI  

-1.宗旨： 

 為促進社友之友誼，並藉以健身 

-2.參加人員及資格: 

 本會會員資格應為大里國光扶輪社社員，包括名譽社友、家屬及興趣同好

的國光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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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會費及費用: 

(1)年費由各團負責人自行制訂。 

(2)各團由社補助$15,000 元，並由負責人簽具。 

(3)會費如有不足，由團員自由捐助之。 

▓扶輪知識委員會                    扶輪知識主委劉顯彰 ARCH 

1.在例會中宣導扶論知識、精神。 

2.分派人選參加地區舉辦之各種扶輪知識講習，以宣導與傳承扶輪精神。 

3.每年至少舉辦二次 STAR 會議。 

▓內輪委員會                內輪主委劉色鳳 INJECTION 夫人 

1.社友夫人間之聯誼與活動安排。 

2.協助推動社務，經由夫人的助力，增加社友的聯誼與出席率。 

▓扶輪櫥窗(SHOW CASE)推廣         扶輪櫥窗主委陳奕源 DANIEL 

配合 RCC 推廣委員會主委推動 RCC 登錄作業，協助本社登錄各項社區服務

成果及張貼一件扶輪社推動的活動計劃，於 RCC 網站-扶輪櫥窗(SHOW CASE)

並宣導相關知識，實際安排操作教導社員使用扶輪中央系統更新資訊。 

二、社員委員會                             主委：劉國勳 ANDY 

▓職業分類委員會                     職業分類主委蘇武宗 AIR 

1.審查新入社社友職業分類。 

2.分類疑有重複時，應與現職社員協商，並獲同意後，方可引進。     

▓社員發展委員會                    社員發展主委邱志明 AUTO 

1. 本年度預計增加  名新社友。 

2. 鼓勵社友「開口邀請合適友人加入扶輪社」。 

3. 鼓勵社友寶眷正式參加扶輪社為社友。 

4. 宣導目前尚欠缺之職業別潛在新社友。 

▓扶輪擴展委員會                     扶輪擴展主委葉仲任 JAMEI 

1.加強扶輪知識宣導，宣揚 2017-2018 年度 RI 年度主題：「扶輪改善世

界」。 

2.聘請講師加強「扶輪宗旨」、扶輪精神「寬容、友誼、服務」，「四大

考驗」與「超我服務」的了解。 

▓防止社員流失委員會主委    防止社員流失主委康賜鑫 KANGKANG 

1.加強扶輪知識宣導。 

2.建立新社友褓母制度。 

3.加強扶輪家庭聯誼與內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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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舉行 STAR 會議。 

▓內規委員會                         內規主委曾復興 PHARMA 

修訂大里國光內規施行細則，並於社員大會決議通過實施 

▓RCC 推廣委員會                  RCC 推廣主委王國瑋 DAVID 

推動 RCC 100%社員登錄作業，加強 RCC 網站知識宣導，至少百分之五十的

社員將自己的專長及興趣輸入 My Rotary 的 profiles（簡介）部份，並於

例會安排操作教導使用扶輪中央系統。 

▓STAR 會議                        STAR 會議主委黃輝錦 P.U     

『教育就是學習』。社員加入扶輪社不過是開始培養成為一個積極、執著、

樂於服務的扶輪社員的第一步而已。還有許多要學和要了解的事情。入社

後的第一個月正是讓新社員融入扶輪社的關鍵時刻。透過 STAR 會議，提供

紮實的扶輪新生訓練，其中包括向他詳盡解釋其身為扶輪社員該負起那些

責任並鼓勵他積極參與社內活動與服務的機會等。 

三、服務計畫委員會                       主委：陳鴻文 DESIGNER 

▓社區服務委員會                 社區服務主委呂榮文 RATCHET 

1. 大里國小學生牙齒健診。 

2.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3. 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4. 國際義診關懷。                               

5. 配合 1-4 分區於 11 月 25 日(六)舉辦聯合捐血活動。 

6. 泰北 VTT 活動。 

7. 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8. 地區獎助金-偏鄉英語遠距離教學計畫。 

9. 228 扶輪愛跑活動。 

10. 扶輪之子成材計畫。 

11.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職業服務委員會                 職業服務主委吳彥恆 SKIN 

1.請社友提供一則在其專業領域內之發展資訊，與全體社友分享。 

2.安排參觀社友的公司或工廠，以增進聯誼及職業交流。 

3.職業參觀：年度內預訂三次，兩次結合秋季、春季旅遊活動辦理。 

▓國際服務委員會                    國際服務主委曾建忠 NET 

1.規劃全社社友參與國際服務計畫。 

2.配合 RI 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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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區辦理 GSE 國外訪問團的接待。 

▓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社區服務團主委張明選 S.T 

1、建立服務圑細則及組織架構簡介 

2、已送審 RI 簽核 

3、年度計畫及預算訂立常態性社區服務計畫 

四、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曾建忠 NET  

▓扶輪基金委員會                    扶輪基金主委曾建忠 NET 

 1.鼓勵社友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 

 2.本年度認捐保羅哈里斯之友 

 3.鼓勵達成 EREY 年度捐獻基金(APF)，每人捐款平均至少 100 美元的目標。

(全社平均，且是未指定用途的年度基金) 

 4.配合本社長期辦理 RYE 青少年交換計畫，經理事會同意成立 RYE 基金委

員會，管理基金之運作。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吳彥恆 SKIN 

今年度擬推薦一位博士生，金額為新台幣二十萬元，由全體社友共同認捐，

預計每位社友捐獻 850 元。 

▓國光教育基金委員會               國光教育基金主委戴百樟 FRUIT 

1.在歷任社長強力推動下，本社以有限資源，推展在地基礎教育落實鄉里，

以「國光教育基金」之名譽籌募，希望對本社所在社區學校之弱勢學生能

有所幫助。 

2.推動於屯區 10 所高中職，每校二名學生，每名 5,000 元獎學金。 

▓地區配合獎助金                  地區配合獎助金主委胡開化 MOLD 

申請地區配合獎助金-偏鄉遠距離英語教學計畫.嘉惠偏鄉學童.申請經費合

計 120,000 元整. 

▓全球配合獎助金                  全球配合獎助金主委陳誌平 ELEC    

申請全球配合獎助金- 參與計劃社目標數：15 社  

海外服務總額目標：USD$15,000 

參與社服務計劃費：USD$1000/社 

▓國際醫療義診             國際醫療義診主委廖偉帆 YOUNG DENTIST 

贊助國際醫療義診經費 20000 元.義診計畫擔任義工。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吳本源 HOUSE 

▓扶輪之子委員會                    扶輪之子主委葉仲任 JAMEI 



   

   

  14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60810 期

1.學校-國立興大附中、市立大里高中、市立大里國小、中寮永樂國小、中

寮清水國小、中寮國中、霧峰光正國小、西苑高中。 

2.本社延續前一屆至少認養 50 位扶輪之子。 

3.成立扶輪之子基金會。 

▓扶輪宣傳委員會                    扶輪宣傳主委蔡秋明 S.P 

1.掌握社區活動，並與社區意見領袖維持互動，期能將國際扶輪之五 

  大服務精神廣為人知。 

2.本社現有數位社友兼具警友會或義消、義警、後備憲兵等單位內非 

  公職幹部，實際宣導且提供國際扶輪資源，從事服務工作。    

3.於大里市中心適宜位置，十字路口設置大型電子 LED 電視牆懸掛固定式

本社名牌及年度主題強化意象。 

4.展示服務成果於 RCC 扶輪櫥窗 SHOWCASE，並請網路專才社友做網站管理，

將扶輪相關活動、影片、相片上傳 FaceBook，宣導扶輪，也讓加入之朋友

認識扶輪。 

▓地區媒體委員會                   地區媒體主委廖欽炯 TRANS 

1.尋覓傳播媒體人，與其建立良好關係。 

2.舉行大型社區服務活動時，尋求傳播媒體人如記者、電台主播等協助宣

導。 

3.尋求具知名度、公共形象優之機構或廠商共同舉辦大型社區服務活動，

以宣導扶輪與提升知名度。 

4.於大里區國光路與德芳路口設置 LED 燈作為本社扶輪形象廣告。 

5. 與企業或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立夥伴關係透過媒體進行宣傳。 

▓地區活動紀錄委員會         地區活動紀錄主委 吳宗隆 TEACHER 

1. 將扶輪社舉辦的服務活動詳細記載，作為檢討與計畫之依據，並可投稿

總監月報與扶輪月刊。 

2.將本社支持地區辦理的節目詳實記載。 

▓扶輪家庭委員會                  扶輪家庭主委黃承偉 ROLLING 

1.每月舉行扶輪家庭聯誼活動，促進社友間的聯誼，增加社友對扶輪的向

心力，對於防止社員流失有很好之幫助。 

2.宣導儘量以小組方式進行(以茶點在社友家中舉行)，增加彼此互動機會，

發揮家庭懇談會之功能，彌補例會之不足。 

3.於新社友家庭舉辦小型懇談會，增進社友與家人對扶輪之認識，增加社

友間之互動，縮短扶輪適應期，使扶輪家庭能擴大並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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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扶輪時間規定。 

▓地區九大活動推廣           地區活動推廣主委邱仕銅 COPPER 

(一)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二)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三)國際義診關懷(四) 扶輪愛跑(五)泰北 VTT 活動(六)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七)扶輪之子成材計畫(八)愛護地球植樹活動(九)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六、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黃志豊 PRESS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                青少年交換主委胡開化 MOLD 

1.延續本社接待及派遣學生之傳統，本年度推派 3 位本社社友 

 子女作為交換學生，目前正進行派遣作業流程輔導。 

2.由本社 RYE 顧問 JAMES 召集本年度接待家庭之社友，召開接待家庭會議，

協調接待外籍學生時間與順序安排事項，以及接待經驗分享。 

3.參加地區辦理的 RYE 接待家庭研習會 。 

4.代表本社參加人員出席青少年交換年會。 

▓新世代服務(扶青團)                   扶青團主委劉憲隆 GEAR 

舉辦扶青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 

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 認證。 

持續性的社區服務推動-教會弱勢學童關懷遊戲互動及餐點製作. 

鼓勵團員及扶輪社友參與社團活動如軟式壘球隊，提倡正當休閒運動. 

▓扶少團                            扶少團主委黃志豊 PRESS 

1.舉辦扶少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共同募集新成員。 

2.協助大里國光扶輪少年服務團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 認證 。 

3.邀請扶少團成員參與本社社務活動，協助推動扶少團各項社務及服 

  務活動。 

4.推展扶少團研習會，使學校、輔導社及扶少團成員充分了解運作細 

  節及相關作業。 

5.參與扶少團地區年會及地區 4 校聯合迎新活動。 

6.成立扶少團 FaceBook 專頁。  

7.贊助、鼓勵扶少團成員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 RY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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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活動照片 

    
7/20 SISI 小姐專題演講       社長同學陳月柳小姐捐贈社區服務基金 

   
  恭賀 CNC PP.喜獲金孫        OUT BOUND 交換學生黃韋豪行前報告 

 
             7/28 女賓夕扶輪家庭聯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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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竹山社例會           IPP.接待義大利短期交換生 Gloria 

    
       8 月份理事會           8/5 父親節暨女賓夕扶輪家庭聯誼活動 

    
       8 月份爐主               OUT BOUND 交換學生吳崇愷行前報告 

   
                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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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 138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如何讓社員們覺得身為扶輪社員是一件特別的事？

2002~03年度國際扶輪社長陳裕財Bhichai Rattakul認為個別扶輪社員對於

實踐扶輪的使命十分重要，而防止社員流失則是我們最大的挑戰之一。他

要求扶輪社員記住扶輪歷久不衰的原則。扶輪是建立在： 

‧ 強固的扶輪社運作，包括值得記憶的入社儀式 

‧ 立即讓新社員參與服務計劃及委員會 

‧ 奉行扶輪的目標與價值觀 

‧ 有關扶輪社政策、措施、與計劃等資訊 

‧ 有效的新社員入社訓練計劃 

實際上來說，你可能一開始設計一個激勵人心的入社儀式，包含歡迎新社

員加入扶輪家族。要留住新社員，則必須提供教育資料與訓練。指派一位

有經驗的扶輪社員—一個鼓勵參與扶輪社委員會、服務活動、計劃、以及

參觀友社的社員—來擔任新社員的輔導員Mentor，也非常有效。 

欲知更多構想，請參考扶輪網站(www.rotary.org)，或在網站中的論壇

（Discussion Forum）中點選社員發展 (Membership Development)提出你

的問題，徵詢其他扶輪社社員的看法與構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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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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聯誼家庭 家庭支持扶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