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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56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1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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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5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王國瑋 DAVID 

節目: 各委員會暨六大主委年度計劃工作報告 
 

 

社長：黃國卿  社長當選人：何應欽   秘書：林毅勳  會計：陳鴻文     糾察：邱仕銅 

2018-19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何應欽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黃國卿、鐘錦坤、林毅勳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節目主委: 林文耀

李國文、張煥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蔡秋明  出席主委: 葉仲任

曾復興、何應欽、黃文隆 扶輪基金主委: 曾復興  聯誼主委: 周國昌

陳鴻文、劉憲隆、黃志豊 公共關係主委: 黃志豊                   社刊主委: 廖嘉彥

陳威岳、鄭宇宏、林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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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INJECTION 社長的話 
 

                 各位 PP/IP/各位社友/夫人大家晚安 

今天的是我們 18-19 年度團隊開第一次例會，Injection 先

在此感謝 PP.、社友及夫人/寶眷們，在交接前夕不辭辛勞

的分工合作，將交接典禮時需要的流程編排、文稿制作、

節目安排、會場佈置、雞尾酒會，來鼎力協助歸劃及綵排，

才能使這次第 21-22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圓滿

完成，在此感謝大家  。                    

  來到國光大家庭第 14 年，自己當了我們國光社的社長之

後，才知道了前面各社長及他的團隊所服務是用時間、金

錢、出力不求回報，無怨無悔的付出，國光社今天才有如

此茁壯基礎，享受 13 年來國光社各先進的服務，今年應該

換我來替大家服務，這是權利和義務的責任，如在不懂或

疏忽的地方盼各位 PP. 、社友及夫人給予提醒，我會盡心

竭力來為大家服務。 

  七月份是忙碌的一個月份，除了各友社的交接以及首敲

接下來 9月還有總監公式訪問，相信在我們新團隊的運作

之下，各大委員會已蓄勢待發，做好準備了!  

最後，感謝六大主委及各委員會的相挺，辛勞的祕書 CAR

及理事團隊還有內輪會及所有社友及夫人，大家的支持就

是我們前進的最大的動力！謝謝大家! 

 
祝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   心想事成  健康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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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秘書報告 

扶輪領導學院 RLI-46 期開始報名，7/15 截止。 

扶輪領導學院 台灣分部 學員訓練會議 第 46 期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受理報名 

截止日期：2018 年 7 月 15 日。 

訓練時間：2018 年 8 月 4-5 日(星期六~星期日)召開。 

訓練地點 : 苗栗西湖渡假村(367 苗栗縣三義鄉西湖 11 號) 

內容課程以兩整天訓練的方式 授予結業學員一個 RLI 徽章 

一.參 與 人 員 

1.由地區總監就該地區之助理總監及副助理總監等幹部來接受訓練者。  

2.由扶輪社提名並贊助費用者(包括：扶輪社訓練師 Club Trainer) 

3.有意願與興趣自費者。 

二.由於此次訓練會議是以 3461 地區之領導人為主，因此學員人數以 65 人

為限，(3461 地區以 45 為限，其他地區合計以 20 位為限)，將採先報名先

註冊，超出之學員近期將擇日開新班並採網路報名方式。 

三.費用：每人 3,000 元（未含住宿費用，將依照報名學員繳費順序至額滿

為止，若經公佈為錄取學員但未報到 

上課者，則不予退費。），報名截止日期：：2018 年 7 月 15 日。 

報名費用請匯款至下列帳號： 

台中港都扶輪社 CP Lawyer 陳盈光： 

銀行：清水區農會 (ATM 轉帳代號 869/600；金融機構代號 869-0014) 

戶名：陳盈光 

帳號：86901-11-015409-7 

匯款後請聯絡 台中港都扶輪社 執秘 張瓊文小姐  

電話：04-26325108 

傳真：04-26325109 

四.為求參與者的多元化，故此次會議以一社至多為 3位為原則，並社長、

社當、秘書為優先，若超過者以候補待至報名截止日(2018 年 7 月 15 日)補

缺額。 

五.務請全程參與並著正式服裝配帶年度領帶及胸花或絲巾，若另有要公而

無法全程出席，亦另請來函告之。 

六.若無故缺席超過半日者(即超過 4 小時不假外出者)，恕無法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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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晚例會結束後召開7月份理事會，會後請理事留步 
 

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55 次例會，6 月 30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59 位   3.出席率: 97% 

 

COPPER 糾察報告 

第 1055 次例會 6月 30 日歡喜黃國卿 1000 元、林毅勳 1000 元、 

鐘錦坤 1000 元、賴基詮 1000 元、林炳村 1000 元、張明選 1000 元、 

廖欽炯 1000 元、李國文 1000 元、蔡秋明 1000 元、戴百樟 1000 元、 

莊榮華 1000 元、張煥文 1000 元、劉國勳 1000 元、曾復興 1000 元、 

詹順偉 1000 元、劉顯彰 1000 元、曾建忠 1000 元、李盛明 1000 元、 

林登華 1000 元、周國昌 1000 元、蘇武宗 1000 元、陳益武 1000 元、 

黃文隆 1000 元、陳鴻文 1000 元、何應欽 1000 元、吳宗隆 1000 元、 

李楨祥 1000 元、廖偉帆 1000 元、劉憲隆 1000 元、康賜鑫 1000 元、 

廖繼鋒 1000 元、邱仕銅 1000 元、胡開化 1000 元、吳敬堯 1000 元、 

蔡永富 1000 元、黃承偉 1000 元、張祈雄 1000 元、葉仲任 1000 元、 

曾文義 1000 元、邱翊紘 1000 元、黃健源 1000 元、施澧羽 1000 元、 

詹振忠 1000 元、陳信宏 1000 元、黃志豊 1000 元、吳彥恆 1000 元、 

黃英彥 1000 元、陳威岳 1000 元、鄭宇宏 1000 元、邱志明 1000 元、 

林文耀 1000 元、蔡政憲 1000 元、王國瑋 1000 元、呂榮文 1000 元、 

吳本源 1000 元、陳奕源 1000 元、廖嘉彥 1000 元、蘇瑞信 1000 元、 

康巃軍 1000 元、蔡慶堂 1000 元、王進益 1000 元。          

共 61,000 元   感謝全體社友熱心歡喜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56 次例會 7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 各委員會暨六大主

委年度計劃工作報告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二. 第 1057 次例會 7月 12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 3462 地區總監當選

人黃進霖 MACLIN 專題演講: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三. 第 1058 次例會 7月 19 日 (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2018-19 年度交

換學生行前報告&社區服務團、扶青團、扶少團團長  地點:菊園婚宴

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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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第 1059 次例會原 7 月 26 日變更 7/28(星期六)，下午 5點 30 分報到 

聯誼舉辦女賓夕暨扶輪家庭聯誼活動 地點:后里星月大地景觀餐廳 

台中市后里區月眉北路 486 號 04-2683-3688。 
 

JASON 扶輪家庭主委報告 

※爐邊的意義是請社長．祕書及社友到家裡懇談也可以針對社內做

最有建設性的議題做建議及溝通。另外對平常忙於公務的社友請社

友到家裡和家人聯誼增進社友情感和了觧。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21、22 屆聯合理事會紀錄 

壹、日期：107 年 6 月 23 日(星期六) 時間：14:00 

貳、地點： 社當黃國卿公館 台中市東區德興一街 89 號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 18 )人 ;實到( 16) 人; 缺席( 2)人 

黃國卿、林毅勳、劉憲隆、鐘錦坤、張明選、曾復興、何應欽、 

吳本源、劉國勳、鄭宇宏、黃文隆、黃志豊、李國文、曾建忠、 

陳鴻文、林文耀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 、請審查 6月份收支明細 (附件一) 

決議： 結餘$96,776 元整 

       社區服務基金撥入$64,517 

       國光獎助金撥入$32,259 

二、請審查社產明細、總收支明細，及移交事宜  (附件二) 

決議： 照案通過，社產清冊再重新列冊長年不用物品報廢。 

三、請審查新社友蔡慶堂 MONEY、王進益 RICE 入社一案(附件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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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照案通過，RI 登錄日期從 7/5 開始 

MONEY 見習:4/12、5/10、5/17、6/15 

RICE 見習:6/15、6/21、6/22、6/30 

四、請通過社友 JAMES 葉秀仁及 WE 陳茂煒申請退社一案，退社 

    日期 107 年 6 月 30 日(附件五、六) 

決議:照案通過，RI 退社日期 107 年 6 月 30 日 

 

五、請通過社友 YOUNG DENTIST 廖偉帆及 DANIEL 陳奕源自 107 年 

     7 月 1 日~108 年 6 月 30 日止請假一案(附件七、八)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 6 月 28 日參加友好社-東海扶輪社交接慶典，認一桌餐費 

    1 萬元整。說明:我社 6/30 交接典禮東海社認桌 2桌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執行秘書廖翊妙調整薪資一案。 

決議:照案通過，調整一千元整。 

八、臨時動議 

1.MICHAEL 提案 PP.S.T 附議 

社友李楨祥 L.S 請假日期到 107 年 6 月 30 日止，自 107 年 7 月 1 日起恢復

一般社友身分。 

 

九、意見交換 

十、會議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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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  

工作目標 

地區目標 

  

一、     社員人數成長 

（1） 增加至少 3 個 Rotary Clubs 

     （2）增加扶青團的成立及功能 

（3）社員增加 3~5%-----為 2860 名 Rtn. 

二、扶輪基金 

     （1）鼓勵年度基金捐獻 

             a.保羅哈里斯之友捐獻社友，目標 300 位(目前 257 位) 

             b.鉅額捐獻，目標 20 位(目前 18 位) 

             c.阿奇克蘭夫(AKS)，目前 2位 

             d.END Polio 終止小兒麻痺捐款 

    （2）鼓勵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捐獻 

    （3）指定用途捐獻基金 

三、服務計劃 

   （1）原住民大未來計畫 

   （2）扶輪之子 

   （3）馬拉松/自行車配合反毒 

   （4）配合台中市政府世界花卉覽會，購買早鳥票優惠扶輪社友及寶眷 

   （5）舉辦扶輪活動提升扶輪國際公共形象 

    2019-02-28 在后里花博主場舉辦 228 路跑活動，配合宣導扶輪 

    服務主題-如反毒、END Polion Now(D3462 主辦、全台 12 扶輪地區協辦)

   （6）配合地區分區及扶輪社主辦的各項社務服務、社區服務、人道救

援服務等扶輪六個焦點領域服務，11/2(星期五)花博鐵馬逗陣行 

扶輪社目標 
 以下供各社年度目標規劃參考 

A、支持及強化扶輪社 

- 淨增社員 1 名 

- 維持現有社員及新社員的續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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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女性社員的淨增 

- 加強社員在 My Rotary 登錄 

- 輔導成立新扶輪社 

- 執行社員職業分類調查，致力於使社員結構在地區的事業及專業 
 

B、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 

- 輔導組織社區服務團(Community Service Corps) 

- 輔導成立扶輪扶少及扶青團 

- 年度基金$100/社員 

- 增加參與服務計畫 

- 支援 Polio 各項募款及活動 

- 執行 6個焦點領域之一的重大社區服務或國際服務 
 

C、提升公共形象與認識( PI awareness) 

    達成以下至少 3 項目標 

- 執行的計畫專案及募款上傳至 Rotary Showcase 

- 使用扶輪的品牌準則 

- 安排社員與媒體談話-扶輪故事 

- 主辦扶輪前受獎人的活動(Alumni) 

- 維持或建立與企業、政府或 NGO 合作 

- 贊助一名青少年交換(RYE)或 RYLA 參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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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年度六大委員執行內容 

一.社務行政委員會                主委：何應欽 PAR  

▓秘書                                       秘書林毅勳 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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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陳鴻文 DESIG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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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                                   糾察邱仕銅 COPPER 

1.會場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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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委員會                            節目主委林文耀 ALAN 

1.安排每月之例會節目及活動。 

2.定期安排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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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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主委葉仲任 JAM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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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刊主委廖嘉彥 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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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聯誼委員會                           聯誼主委周國昌 J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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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主委呂榮文 RAT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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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國光自行車隊於 7 月 1 日成立 

(1)、高爾夫球                          主委: 陳信宏 FAND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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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光自行車隊                      隊長: 邱仕銅 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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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知識主委王進益 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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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輪主委林柏伶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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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發展委員會                   社員發展主委黃英彥 SEVEN 

1. 本年度預計增加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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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R 會議                         STAR 會議主委曾建忠 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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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C 推廣委員會                    RCC 推廣主委蔡政憲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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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規委員會                          內規主委曾復興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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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訂大里國光內規施行細則，並於社員大會決議通過實施，由社訓練師

執行、修改。 

2.鼓勵社友參加地區舉辦 STAR 會議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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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領導學院推廣 RLI                  RLI 主委劉顯彰 ARCH 

推動及鼓勵即將成為社長、秘書及幹部的社友上課，了解社務運作推動。 

▓扶輪擴展委員會                     扶輪擴展主委黃健源 D.S 

1.加強扶輪知識宣導，宣揚 2018-2019 年度 RI 年度主題：「成為勵志領導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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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NG K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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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舉行 STAR 會議。 

三、服務計畫委員會                          主委：蔡秋明 S.P 

▓社區服務委員會                 社區服務主委黃承偉 ROLLING 

1. 2019 年 3 月大里國小學生牙齒健診，由社友廖偉帆 Young Dentist 每年

率領遠傳牙醫診所團隊，為學生進行牙齒健診。 

2. 大勇國小地區獎助金-改善水資源計畫:飲水機捐贈，地區申請獎助金金

額 4 萬元整，國光社由社區服務基金贊助 4萬元整。 

3. 國際義診關懷-緬北學校贊助計畫(草悟道社主辦) ，國光社贊助經費 1

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4. 國際義診關懷-泰北美樂斯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太平洋社主辦) ，國

光社贊助經費 1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5. 大里國光為主辦社配合地區 11/2(星期五)花博鐵馬逗陣行活動，國光自

行車隊並陪同從霧峰騎車到豐原。 

6. 配合 1-4 分區於 12 月 1 日(六)舉辦聯合捐血活動，地點:草悟道。 

7. 228 扶輪愛跑反毒活動，地點:后里馬場。 

▓職業服務委員會                   職業服務主委吳彥恆 SK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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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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度內預訂二次，結合秋季、春季授證國外旅遊活動辦理。

11/10-11 日與金蘭社舉行秋季旅遊地點於曾文水庫；3月中旬舉行春季授

證旅遊。 

▓國際服務委員會               國際服務主委鐘錦坤 X-BUILDING 

1.規劃全社社友參與國際服務計畫。 

2.配合 RI 年會。 

3.地區辦理 GSE 加拿大訪問團的接待。 

▓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社區服務團主委劉國勳 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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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復興 PHARMA  

▓扶輪基金委員會                   扶輪基金主委曾復興 PHAR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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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計 9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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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主委廖欽炯 TRANS 

全社社友每位捐獻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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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文 POWER 

申請地區配合獎助金-大勇國小飲水機捐贈水資源計畫，嘉惠學童。地區獎

助金申請 4 萬元整；國光社社區服務基金補助 4 萬元整申請經費合計

80,000 元整。 

▓全球配合獎助金              全球配合獎助金主委蔡慶堂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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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義診關懷-緬北學校贊助計畫(草悟道社主辦) ，國光社贊助經費 1萬

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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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義診關懷-泰北美樂斯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太平洋社主辦) ，國光

社贊助經費 1 萬元整，並鼓勵社友及夫人踴躍參與。 

五、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黃志豊 PRESS 

▓扶輪之子委員會                    扶輪之子主委吳本源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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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寮國中及屯區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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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扶輪之子相見歡將舉辦 3次，地點:大坑、集集、古坑。 

5.3462 地區扶輪之子主委 ART 及我社 PP.JASON 推動地區扶輪之子認養，以

各社名義贊助 1-2 名孩童參加 2019/1/26-27RYLA 活動。 

▓扶輪宣傳委員會                   扶輪宣傳主委蔡政憲 HU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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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會長、警友會義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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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強媒體宣導及傳播宣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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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秘書召集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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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家庭主委林炳村 JASON 



   

   

  15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8-2019 年度 第 10707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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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小組方式進行(5 人一組以茶點在社友家中舉行，一個月內舉辦 2 次，

第二及第四週的星期六晚上 19:30~21: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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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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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活動推廣                 地區活動推廣主委邱翊紘 WILL 

（1）原住民大未來計畫 

（2）扶輪之子 

 (3)2018/8/26 配合台中市政府世界花卉覽會宣導活動，購買早鳥票  優惠

扶輪社友及寶眷 

 (4) 2018/11/2 花博鐵馬逗陣行活動 

（5）2019.2.28 馬拉松/2018.11.2 鐵馬逗陣行配合地區反毒活動 

（6）舉辦扶輪活動提升扶輪國際公共形象 2019-02-28 在后里花博主場舉

辦 228 路跑活動，配合宣導扶輪服務主題-如反毒、END Polion 

Now(D3462 主辦、全台 12 扶輪地區協辦) 

（7）配合地區分區及扶輪社主辦的各項社務服務、社區服務、人道救援服

務等扶輪六個焦點領域服務 

六、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陳威岳 WILLS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               青少年交換主委王國瑋 DAV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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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OUND 學生接待共

計 3 位。 

2.由本社 RYE 顧問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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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本年度 RYE 主委是本社社友 TEACHER，長、短期要交換的小扶輪請踴躍報

名。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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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RYLA 於 2019 年 1 月 26-27 日在日月潭舉行，主辦社國光社。鼓勵交換學

生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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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服務(扶青團)                   扶青團主委黃文隆 LIFE 

1. 舉辦扶青團新年度成員招募活動，本年度預計招募 2名成員。 

2. 團務運作及彙報至 RI 認證。 

3. 持續性的推動-忠孝路教會弱勢學童關懷遊戲互動及餐點製作。 

4. 鼓勵團員及扶輪社友參與社團活動如自行車隊，提倡正當休閒運動。 

5. 8/26 配合地區參與聯合例會，並在當天負責引導扶輪社友事宜。 

6. 主委邀約社友成為委員，輔導團務運作。 

▓扶少團                              扶少團主委胡開化 M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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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迎新活動。 

6.贊助、鼓勵扶少團成員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 RYLA』， 

日期在 2019 年 1/26~27。 

7. 主委邀約社友成為委員，輔導團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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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1、22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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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團新舊任團長交接      新社友 MONEY&RICE 授證            

  
         新社友 MONEY&RICE 授證    6/28 東海社交接典禮 

   
                                             7/1總監辦事處揭牌儀式 

      
   7/1 草悟道社首敲暨新舊任社長交接         7/1  交換學生韋恩回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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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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