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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公式訪問例會程序表 106 年 8月 21 日 第 1771 次例會 
    17：00~17：30  ○1  總監與社長.祕書座談會    

參加人員: 總監 ORTHO 及地區領導幹部    
台中市第 1-4 分區助理總監 E.C.               
台中市第 1-4 分區副祕書長 BROKER 
台中市第 1-4 分區聯誼主委 CASH 
社        長 KANE 
祕        書 HERO 
 

    17：30~18：00  ○2  領導幹部社務行政會議 
參加人員: 總監 ORTHO 及地區領導幹部    

台中市第 1-4 分區助理總監 E.C.               
台中市第 1-4 分區副祕書長 BROKER 
台中市第 1-4 分區聯誼主委 CASH 
社        長 KANE 
祕        書 HERO 
財        務 CPA 
糾        察 LASER 
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 SHOES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CYLINDER 
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TRADE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 MANPOWER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A-KI 

                            (地點：福野日式活海鮮-永春店包廂 ) 
 

                       ○3  夫人家庭聯誼 
參加人員：總監夫人暨陪伴人員與寶眷 

台中市第 1-4 分區助理總監 E.C.夫人:賴玉綉           
台中市第 1-4 分區副祕書長 BROKER 夫人:廖碧玉 
社        長 KANE 夫人:陳君儀 
祕        書 HERO 夫人:呂家伃 
財        務 CPA 夫人:洪素梅 
糾        察 LASER 夫人:孫玉蘭 
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 SHOES 夫人:黃慧慧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CYLINDER 夫人:紀麗霞 
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TRADE 夫人:楊瑞娟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 MANPOWER 夫人:陳靜賞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A-KI 夫人:洪林阿架 
（地點：福野日式活海鮮-永春店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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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19:00   例  會            司儀:張家欣 

社長鳴鐘開會 
唱扶輪頌 
宣讀四大考驗: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是應事先捫心自
問： （1）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介紹地區總監 
（請 E.C.助理總監介紹 ORTHO 總監） 
唱歡迎區總監歌 
介紹貴賓與友社社友 
唱歡迎扶輪社友歌 
社長致詞 
地區總監 ORTHO 致詞及主題演講 
地區總監 ORTHO 贈社長合照及社友紀念品 
頒發保羅哈理斯獎章 
（受獎人: 陳君儀 KANE 夫人.黃健光 CYLINDER） 
頒發中華扶輪教育獎學金獎章
（PRINT.TRADE.LIGHTER.MANPOWER.PACK.ALUMI.LASER. 
SHOES.LAND.KANE.TONY.CYLINDER.FOOD.CANBAN.HERO. 
CPA.WATER  17位） 
社長贈送總監小社旗 
秘書報告 
各主委報告 
糾察報告 
出席報告 
社長鳴鐘閉會 
聚餐聯誼 

 

 19:00~19:10   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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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簡      介 
   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聖德靈翰, 維省, 澳大利亞人 

2006-07 年度國際扶輪理事 

2007-08 年度國際扶輪財務長 

2011-15 年度國際扶輪基金保管委員 

 

萊斯理是一位特許會計師也是他於 1976 年創立的伊恩萊斯理公司的負責

人，在他開始經營自己的公司之前，他任職於大型會計事務所及公司之諮詢

部門，從事稽核與管理階層的工作。 

 

萊斯理曾是公私立學校的董事、山德林罕市的社區顧問團的成員，並且是波

馬利斯海童軍團的團長。過去他曾是 Langi-Taan 滑雪俱樂部會長，以及數家

慈善機構的榮譽稽核師或顧問。 

 

他曾獲澳洲政府所頒發的「澳洲援外和平締造獎」，以表彰他於東帝汶的表

現；也曾獲頒「澳大利亞勳章」，以肯定他對澳洲社區所做的服務；也獲得扶

輪基金會的「無小兒麻痺世界地域服務獎」。 

 

自從 1978 年加入扶輪社之後，他曾擔任財務、理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及國際扶輪和扶輪基金會不同的委員會委員與主委。 

 

他的夫人前總監 Juliet 和他都是扶輪基金會的巨額基金捐獻人及遺贈會會

員，他們住在穆露達克(Moorooduc)，在七公頃的土地上實踐永續發展及有

機生活的人生哲學，並育有兩個小孩及擁有四個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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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社長文告 

親愛的扶輪社友， 

我們加入扶輪的理由如同扶輪社員人數一樣多──或許
還多一些。但 是我們每一個社員之所以留在扶輪，是因為
它讓我們的生活增色不 少。我們透過扶輪，改善世界；而
且我們參與更多，扶輪改變我們更多。扶 輪向我們提出挑戰，使我們成為更
好的人：以關懷的方式展現雄心抱負、為了更高的目標而奮鬥、以及將超我
服務融入我們的日常生活。 扶輪社及扶輪社員個人能透過服務達成什麼改
變，將永遠取決於自己的 

決定。我們所遵循的三個優先策略項目是理事會在策略計畫所設定的：支持 
並強化我們的扶輪社、專注並增加我們的人道服務、及提升扶輪的公共形象 
及對扶輪的認知。 

在未來一年，我們的扶輪社將獲得大為擴充增加的線上工具的支援， 包括更
新過的扶輪網站、簡化的扶輪基金會獎助金申請程序、更佳的「My Rotary」
的操作經驗、以及重建過的 Rotary Club Central「扶輪社中央系統」。 當
我們企圖強化我們的扶輪社時，我們增加社員人數有兩項顯而易見的特別 挑
戰：我們的兩性平衡及我們的平均年齡。為了使我們的扶輪社保持強大， 我
們必須建立一個這樣的社員群體：能反映我們服務的社區並且將繼續培養 知
識豐富的未來世代的領導人。 

許多年來，我們所有服務的核心概念是：永續經營。永續經營的服務 表示我
們所做的工作在扶輪的直接參與的服務結束之後能繼續長達地產生正 面的
影響。我們不是挖了井就打道回府；我們要確保社區能維持並修理那些 井。
如果我們興建一個診所，我們確保那個診所有辦法在沒有我們後續支持 下繼
續營運。談到小兒痲痹，我們不僅要遏止它；我們更要終結它。 

根除小兒痲痹是永續服務的最高目標。這個投資產生的效益規模遍及全 球，
不僅長遠，而且永恆的。它是我們目前的第一優先目標，而且將持續到 任務
達成為止。 

112 年來，扶輪所改善的生活以及其方式之多，超出我們所能計算，也 超出
我們所知。今天，我們每個人都手持著由保羅‧哈理斯點燃的火炬，一 代接
著一帶的相傳下來──扶輪：改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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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3462地區 
2017-18 年度總監 

謝明憲  Ortho 

所屬扶輪社：田中扶輪社 
出生：1950年10月8日 
職業分類：骨科 
學歷：台中師專附屬小學畢業 

台中市立一中初中部畢業 
省立台中一中高中部畢業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士 
東海大學高階醫務管理碩士  

【家庭簡介】 

夫人：周婉芳  Judy 
彰化縣田中鎮調解委員會委員 
田中家扶展愛隊創會隊長 
99年榮獲彰化縣【非凡婦女】表揚 

長女：謝佳霖(My 604 Bakery 烘培工坊) 
女婿：李炯宏 

(彰化秀傳醫院肝膽腸胃科主治醫
師) 

長子：謝易霖 
(台北馬偕紀念醫院外科住院醫師) 

長媳：簡汝君(自營貿易公司) 
次子：謝宗翰 (自行創業) 
次媳：江虹儀(環鴻科技(股)公司工程師) 

【榮譽事蹟】 
76年   榮獲彰化縣敬老楷模  
78年   榮獲全國敬老楷模   
98年   榮獲全國扶幼楷模  
 
98年   榮獲中山醫學大學傑出校友  

102年  榮獲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102年  榮獲彰化縣醫療奉獻獎  
105年  榮獲東海大學校友楷模 

 

 

 

現任 

田中仁和醫院 院長 
彰化家扶田中扶幼委員會主委 
彰化縣緊急救護指導委員會委員 
彰化縣醫師懲戒委員會委員 
彰化縣防癌協會常務理事 
彰化縣高齡友善城市推動委員會委員 
中華民國社區醫院協會理事  

曾任 

國際青商會田中分會第十屆會長、參議員  
青溪國際同濟會創會副會長  
彰化縣醫師公會理事、監事 
中華民國槌球委員會常務理事  
彰化縣謝氏宗親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謝氏宗親會常務理事  
田中鎮警友站站長  
救國團田中團委會第一屆會長  
田中鎮衛生促進委員會主任委員 
田中鎮民眾服務分社理事長  
田中國民小學家長會會長  
田中文興高中家長會會長 

【田中扶輪社經歷】 
1993     4月21日加入田中扶輪社   
1993-94  小兒麻痺服務主委 
1994-95  理事、扶輪基金主委 
1995-96  監事、糾察長、 

中華扶輪基金主委 
1996-97  老人服務主委、世界服務主委 
1997-98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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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99  高爾夫球副主委、 
中華扶輪基金主委 

1999-00  姐妹社促進主委 
2000-01  保健主委、體育副主委 
2001-02  監事、高爾夫球主委、 

保健副主委 
2002-03  理事、節目主委 
2003-04  聯誼副主委、網路資訊主委、 

姐妹社促進主委 
2004-05  高爾夫球主委、保健主委、 

網路資訊主委 
2005-06  理事、社務服務主委、 

識字服務主委、YEP接待協調人 
2006-07  社長、該年度增加新社友10名 
2007-08  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青少年交換主委 
2008-09  扶輪資訊主委、扶輪知識主委、

識字計畫主委 
2009-10  理事、扶輪資訊主委、 

團體交換主委 
2010-11  節目主委、社刊主委、 

WCS主委、姊妹社主委 
2011-12  扶少團主委、新世代服務主委、 

YEP輔導顧問、友好社促進主委 
2012-13  配合獎助金主委、扶少團主委 
2013-14  YEP接待協調人、WCS主委 
2014-15  扶輪知識主委、RYE接待協調人  
2014-16  理事、扶輪資訊主委、RYE接待

協調人 

【地區扶輪經歷】 
1994     6月參加『世界年會~ 

乾杯在台北』 
1999-00  消滅小兒麻痺委員會主委  
2002-03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6-07  田中扶輪社社長 
2007-08  防止流失委員會主委 

扶輪資訊推廣委員會委員 
2008-09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2009-10  地區副助理總監 

前受獎人委員會委員 

2010-11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2011-12  印尼峇里島地帶研習會參加 

促進委員會副主委  
2012     月參加曼谷世界年會 
2012-13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青少年領袖營RYLA副主委 
2013-14  地區國際醫療義診委員會委員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4-15  地區國際醫療義診委員會副委員

地區創新、彈性扶輪社推廣委員
會主委 

2015     11月參加馬尼拉地帶研習會 
2015-16  2017~18年度3462地區總監提名

人地區訓練委員會委員、獎學金
委員會主委   

2016-17  2017~18年度3462地區 
總監當選人 

2016     11月參加曼谷地帶研習會 
2017-01  參加聖地牙哥總監國際研習會

(IA)  

【地區獎項 捐款】 
1994-95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1999-00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2006-07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榮獲R.I社長獎 
社友特殊貢獻獎 

2007-08  GSE接待獎 
2008-09  國際醫療義診獎（柬埔寨） 

捐贈「扶輪號」捐血車（10萬元） 
2009-10  GSE接待獎 

全社公推特殊貢獻獎 
2010-11  職業特殊奉獻獎 ~ 國際義診 

地區活動功勞獎服務獎 
地區貢獻獎 

2011-12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2012-13  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RYLA） 
2013-14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2015-16  捐贈『保羅哈里斯之友獎』 
2016-17  捐贈『巨額捐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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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地區活動服務項目 
(一) 原民關懷大未來計畫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01 日起 
活動地點：各原民國中小學 
參加對象：認養的扶輪社與社友 
主委: 台中惠民社 林俞妙(Dami) 0963297331 
宗旨: 讓原住民的孩子看見自己的未來  
      提昇原住民孩子自信心， 提供大眾認識原住民 

文化的機會，進而參與體驗。 
 

(二) 藥物濫用防治推廣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 日起 
活動地點：3462 地區各高中、國中、小學 
參加對象：認養的扶輪社與社友 
主委: 彰化東北社 陳振吉(Lawyer) 0922749896 
宗旨: 配合彰化地檢署，彰化縣政府，藥物濫用防治計  
      畫，於 3462 地區分高中組，國中組，國小組舉辦  
      20 場宣導有關藥物濫用的後遺症，並配合北中南  
      三地區，於 228 扶輪愛跑活動擴大宣導 
 
(三) 國際義診關懷 
活動時間：2017 年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7 日 
活動地點： 緬甸 

  參加對象：扶輪社友約 60 名，每社贊助新台幣 2萬元 
主委: 台中草悟道社 (ENT) 0963025456 
宗旨:前往緬甸，距離仰光 2小時的小鎮農民醫院義診， 
    慰問殘障院、養老院、孤兒院。並捐贈醫療器材。 
 
(四) 扶輪愛跑 
活動時間：2018 年 2 月 28 日 
活動地點：田中鎮 

  參加對象：扶輪社社友寶眷，每社贊助新台幣 1萬元 
  主委: 台中西北社 林坤宏(Lucky)0912337227 
宗旨:延續 3460 的運動精神，配合舉辦園遊會和趣味競賽  
  
(五) 泰北 VTT 活動 
活動時間：2017 年 11 月 

  參加對象：扶輪社友，每社贊助新台幣八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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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 台中惠民社李安娜 (AST) 0972078152 
 宗旨: VTT 連續三年活動， 3462 地區以贈送紅豆餅製作工具，並訓

練製作，培育謀生一技之長。 
 
(六) 扶輪課輔教學推廣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起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分區辦理 
主委: 台中黎明社 李賜郎(Professor) 0932563837 
 宗旨: 國中、小課輔，建立青少年的信心。不輕易放棄學業！建立基

礎，啟動青少年的視野！  
 
 (七) 扶輪之子成材計畫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起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每社贊助新台幣一萬二千元 
   主委: 彰化松柏社 林淑令(Evelyn)0937252597 
   宗旨: 認養扶輪之子從 14-15 年度開始 
        第一年 14-15 年度目標；擴大認養扶輪之子 
        第二年 15-16 年度目標：真心關懷 
        第三年 16-17 年度目標：心懷感恩 

17–18 年度幫助 3462 地區，新住民之子，認識他們母親的  
      文化與語言，配合政府南向政策。並與暨南大學 
      產學合作，達德商工合作培養烘焙技能。 
 
(八)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日至 2018 年 4 月 22 日 
參加對象：全體扶輪社社友 
主委: 大里國光社 賴基詮 (Watch) 0919-173819 
宗旨: 配合 RI 減緩地球暖化，廣植樹、護老樹。  
 
(九) 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活動時間：2017 年 7 月 1 日至 2018 年 5 月 31 日 
參加對象：各扶輪社未婚社友與小扶輪 

  主委: 台中東海社 賴國弘(Structure) 0932-645886 
宗旨: 結合 全國六個地區(D3482,D3490,D3501,D3502 
     D3521,D3523) 未婚社友與小扶輪，舉辦三次聯誼活  
     動，互相認識，擴展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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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2018 年度 
      台中 1-4 分區助理總監簡介 

姓名/Rtn:周添銘 E.C. 
生    日:1957 年 02 月 08 日 
行    動:0935-706-800 
電    話:04-2358-8178 
職業分類:光電磁電子應用零組件專業製造 
地    址:台中市南屯區精密園區精科三路1號 
現  職:大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電子信箱:ctm89899@gmail.com 
所屬社別:太平洋扶輪社 
配偶姓名:賴玉綉 
學歷：高雄工專電機科(現高雄應用科技大學) 

  社團經驗:台中高工電機科科友會（副會長) 
台中高工文教基金會（董事） 

           台中高工傑出校友聯誼會 
           台中東區獅子會（榮譽理事） 
           中區創業楷模聯誼會 
           高應大傑出校友聯誼會 

         高應大中區校友聯誼會（2017-18 顧問） 
扶輪經歷： 
  2000 年 06 月 27 日授證入太平洋扶輪社 
  2000-2001 年度 任職業指導委員會主委 
  2001-2002 年度 任會計、理事 
  2002-2003 年度 任地區服務企劃主委、理事 
  2003-2004 年度 任糾察、環境保護主委、監事 
  2004-2005 年度 任糾察、理事 
  2005-2006 年度 任節目主委、理事 
  2006-2007 年度 任秘書、理事 

2007-2008 年度 任扶輪知識委員會主委、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識字計畫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年度 任出席委員會主委、根除小兒麻痺疾病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年度 任副社長、社務行政主委、理事 
  2010-2011 年度 任社長、理事 
  2011-2012 年度 任分區副秘書長、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中華扶輪教育 

                              基金委員會主委、理事  
  2012-2013 年度 任糾察、扶輪基金主委、理事 

2013-2014 年度 任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GSE)主委、理事  
  2014-2015 年度 任扶輪基金主委、保羅哈里斯之友委員會主委、理事 
  2015-2016 年度 任扶輪基金主委、保羅哈里斯之友委員會主委、理事 

2016-2017 年度 任公共關係主委、保羅哈里斯之友委員會主委、巨額捐獻
委員會主委、理事 
2016-2017 年度 Annual Fund年度捐獻之保羅哈里斯之友(PHF)累計US4,000 
2017-2018 年度 任分區助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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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設立簡介 
設立 
＊所屬地區：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加盟 R.I.：1983 年 4 月 25 日 
＊授證日期：1983 年 6 月 19 日 
＊創社社長：黃仁泉 
＊創社人數：27 名 
＊輔導社：東勢社 
＊輔導特別代表：許炳輪 
＊輔導委員：黃演澤、劉健秀、方樹木、林獻章、 
            張明珍、林萬丁、呂棋榮、詹德性。 
現況 
＊社友人數：24 名、寶眷社友 7 名 
＊平均年齡：60.6 歲 
＊社友最年長年齡：73 歲 
＊社友最年輕年齡：42 歲 
＊例會時間：每週一 18：30~20：00 
＊例會地點：社館 
＊辦事處：412 大里市國光路二段 500 號 6 樓之 3 
＊電話：04-24812513 
＊傳真：04-24812524 
＊E-mail：taliclub@ms74.hinet.net 
＊現任社長：廖至軍 KANE 
＊現任秘書：張志偉 HERO 
 
※本社保羅哈里斯捐款累計（累計至 2017-2018 年度）： 
   計 60 枚 
※永久基金：1997-1998 年度 蔡金鈴、2000-2001 年度  
            賴風池、賴坤堂、2002-2003 林傳諒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累計至 2017-2018 年度）： 
   ＄287587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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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屆（2017-18 年度）社長簡歷 

 
 
 
 
 
 
 
 
 
 
 
 
 
 
 

◆姓名：廖至軍  KANE    
◆夫人：陳君儀 
◆入社日期：2011.08.08 
◆職業分類：食品製造  
◆現職： 萬益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工業 38 路 197 號 
◆電話：04-23554218    
◆社友行動：0918-920732 
◆傳真：04-23554028 
 

 
 
 
 

 

            

 

年度 社內職務 
2011.08.08 入社 
2012-2013 禮品主委.網路資訊主委
2013-2014 出席主委.膳食主委 
2014-2015 理事 .家庭懇談主委 .攝

影主委 
2015-2016 理事 .職業服務主委 .環

境保護主委 
2016-2017 理事.社務行政主委 
2017-2018 社長.共同基金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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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 屆（2017-18 年度）祕書簡歷 
 

 
 
 

 
 
 

 
 
 

 
 

◆姓名：張志偉  HERO 
◆夫人：呂家伃 
◆入社日期：2015.09.14 
◆職業分類：生醫科技 
◆現職：嵾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地址：台中市大里區新南路 62 號 1F 
◆住家：台中市大里區新光路 132 號 
◆電話：04-24850307    
◆行動：0930-387838 

 
 
 
 
 
 
 
 

年度 社內職務 

2015.09.14 入社 

2016-2017 青少年交換主委.根除
小兒麻痺主委 

2017-2018 理事.秘書.新世代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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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2017～2018 年度)第卅五屆各委員會組織表 
 

社   長 廖至軍 副社長 張辛庚 
秘   書 張志偉 助理秘書 陳增松 
財   務 曾杉源 助理財務 呂武霖 
糾   察 李彥錫 助理糾察 黃銘松 
訓 練 師 張家欣 RCC 主委 黃健光 

五大委員會 

項  目 主 委 項   目 主 委 

社務行政委員會 張辛庚 服務計畫委員會 黃健光 
社刊 賴輝梧 社區服務 李彥錫 

節目 陳增松 社區發展 劉成 

膳食 朱田源 環境保護 趙寶祥 

出席 趙寶祥 人類發展 黃銘松 

扶輪資訊 劉振銘 國際服務 黃健光 

禮品 林諭雍 服務夥伴 李彥錫 

攝影組 曾杉源 職業服務 陳通敏 

聯誼 黃銘松 職業成就.獎勵 趙寶祥 

基隆東南社聯誼 林進重 團體交換 G.S.E 宋喜來 

后里社聯誼 何森德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曾杉源 

內輪會 廖珈弘 台灣肝病根除計畫 陳錦章 

高爾夫 江漢泗 新世代委員會 張志偉 

運動保健 呂武霖 扶少團 李彥錫 

授證慶典 黃銘松 青少年交換 張家欣 

諮詢會 黃健光 RYLA 趙寶祥 

社員委員會 張家欣 扶輪基金委員會 江漢泗 

職業分類 陳通敏 根除小兒麻痺 陳錦章 

社員發展 宋喜來 保羅哈里斯之友 張辛庚 

扶輪知識 洪有益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洪有益 

S T A R 黃銘松 前受獎人 劉  成 

公共關係委員會 洪有益 配合獎助金 賴輝梧 

國際姐妹社推薦 陳錦章 共同基金 廖至軍.宋喜來.張家欣 

扶輪大使獎學金 曾杉源   

世界聯誼活動 江漢泗  

家庭懇談 黃英智   

 

理  事  會
廖至軍.黃健光.江漢泗.黃銘松.張家欣.黃英智.張志偉. 

曾杉源.李彥錫.呂武霖.陳通敏 
後補:陳增松 

諮詢委員會:IPP.及所有的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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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 社長『扶輪改善世界』年度工作計劃 
    接任社長至今已進入第 52 天，內心仍有些惶恐。如何扮演好社

長的角色，如何善盡社長的責任，如何推動各項社務，如何擬訂、

執行各項服務計劃，在多方思考和請益中已有完整的計劃。當然大

部份的年度工作計劃與行事曆都遵循著本社的傳統，已有所安排，

而在如何扮演社長的角色與責任上本人參酌社長手冊與本社年度工

作計劃加以個人粗淺的認知向總監及地區領導幹部提出報告。 

社長的角色與責任 

    社長的角色依本社而言，從擔任本社副社長起，既扮演著社務

行政主委、內輪委員會主委及協助社長推動各項社務的多重角色及

至擔任社長當選人起，即開始召開籌備理事會，設定各項人事組織、

編列年度預算、排定年度工作計劃、召集相關人員參加地區講習會，

安排交接事宜、思考擬定各項服務計劃、鼓勵社友認捐各項扶輪基

金等。及至擔任社長即應透過五大委員會的運作，有效的整合各項

工作計劃、運作。尤其在增加社員人數、辦理成功的服務計劃、鼓

勵社友認捐各項扶輪基金及培養扶輪領導人，更應扮演推動者，帶

頭前進的角色。 

為達成上述各項目標社長的責任即為: 

1. 執行並且不斷評估本社的年度工作計劃與目標，並鼓勵社員都參

與達成目標，如: 

 （1）排定年度行事曆。 

 （2）安排專業人士蒞社演講。 

 （3）獎勵 100％出席例會。 

 （4）獎勵介紹新社友，已達成年度承諾社員人數達 3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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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獎勵投稿。 

 （6）鼓勵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7）鼓勵社友接待 GSE 成員。 

2. 透過理事會及社務行政會議，定期檢討各委員會之

活動、目標及經費支出，務必尊重預算之精神。 

3. 主持例會、理事會、社務行政會議、社員大會，以

傳達重要的資訊給社員，並舉辦慶祝父親節、母親

節、中秋節、高爾夫球聯誼月例賽、春遊、秋遊、家庭懇談會與

兄弟社高爾夫聯誼、友好社互訪、分區友社聯合例會及分區親子

活動等提供社員間及與他社間的聯誼機會。 

4. 詳細規劃所有每月理事會會議，且鼓勵理事們全體參加，在理事

會中提出活動規劃及經費預算。鼓勵社友及社友夫人 100％出席

地區年會，及各相關人員出席各項地區會議。 

5. 配合地區各項工作計劃，如上 e化系統與網路、投稿＂扶輪月

刊＂、辦理 W.C.S 國際社會服務、接待 G.S.E.團體交換研究，

鼓勵社友有機會擔任地區職員，並多利用網路資訊，瀏覽相關扶

輪資訊並張貼個人或本社之各項扶輪活動。 

6. 在 6 月份卸職前向社友提出完整詳盡年度工作執行報告。 

以上為本人對社長的角色與責任的認知，及對年度的工作計劃與

各項服務計劃活動之安排，請總監及地區領導幹部不各指教，謝

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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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工作計劃報告 
一、 前言： 
    本人甫接任秘書工作，是一種榮譽也是一項責任與服務，首應做好心理建
設，準備如何做個愉快的秘書，並以此來為服務社友的最好機會，「扶輪改善
世界」的工作理念，進而協助社長完成並創造更和諧、進步的社務工作，充
分了解秘書角色扮演與任務，使大里扶輪社成為有效能的扶輪社。 
    秘書職為扶輪社事務長，事繁又雜的職務，但相信只要用心就能做好，應
能掌控社裡各項動態並傳達訊息，提供全體社友知悉，促使社務工作運作順
暢，與社長合作尋找出可供利用之各項資源，協助完成各委員會工作計劃目
標，做好人際關係，相互尊重分享扶輪。 
二、 工作目標及任務 
1. 務必與社長分工合作，社長管一般政策性事，秘書管事務性的工作，不

可分彼此，各項工作應尊重社長相輔相成。 
2. 與五大主要委員會、財務、糾察密切合作相互支持，並尋求理事會之支

持，提高本社服務功能並促進聯誼上做努力，提高社友間的向心力。 
3. 提供或安排社友都願意積極參與社內各項活動，或擔任各項職務增加參

與感。 
4. 對於資淺或新進社友，多予鼓勵與關懷，並舉辦扶輪規章講習，提早對

扶輪規章資訊了解扶輪社的運作。 
5. 與社員發展委員會研擬，如何防止社員流失及吸收新社友之計劃，協助

達成每社5％淨成長之目標甚至超過。 
6. 檢討本社目前想要透過社會服務，辦理社區服務計劃，積極規劃及執行

至少一項社會服務計劃活動。 
7. 參與並收集各組懇談會傾聽社友建言，以增進本社服務改善功能，解決

抱怨意見的處置窗口。 
8. 確實遵照年度工作計劃安排各項會議、典禮之出席，發揮團隊共識精神

及友好社、兄弟社、姐妹社聯誼加強維繫。 
9. 對社友參與社務出席率低者，深入了解多加聯繫，鼓勵多出席，設置獎

勵辦法凝聚社友向心力。 
10. 確保社友都能了解扶輪四大考驗的精神，以達扶輪分享最高境界。 

                      報告人：秘書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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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主委 CPA 書面報告 

  新年度開始，甫接任財務職務。自創社以來歷經三十四年，本社仍有甚多

擔任此職前輩留在社裡，他們的經驗傳承值得我學習，我在會計事務所任職，

深知財務管理一職之重要運作需更完善，以利社務推動。過去在職場工作，

每日均與金錢數字接觸，或許因為如此，對於管理財務較為敏感，尤以會計

制度、內部控制、資金往來，應建立良範，不得馬虎，以對社友金錢善盡管

理之責任。懇請各社友前輩不吝指教。 

財務主委的責任與工做計劃 

1. 保管社內現有經費。 

2. 經常保持現有收入與支出料之正確性，避免發生錯誤。 

3. 建立明確簡單之財務收支表（含月報）。 

4. 控制預算支出，及有效執行之合理性與公平性。 

5. 隨時與社長秘書討論收支之可行性，並取得理事會之認可。 

6. 檢查所有支出是否有編列預算。 

7. 確定支出均有單據憑證。 

8. 會費及社務費用之收支，確實依規執行。 

9. 月報編制：定期公佈或印入社刊，公告週知。 

10. 資產帳冊移交及保存。 

11. 各項報表之審核及現金（存款）流動之安全性與正確性。 

年度財務各項費用應用說明 

1. 每一年度開始從共同基金專戶提撥 30 萬元給社務事務費運用，三月後再

將 30 萬元還回共同基金帳戶。今年度借支 25 萬元。 

2. 本年度總預算金額約 346 萬元。 

3. 2016-17 年度總支出金額 254 萬餘元，社友約繳 73434 元、理事約繳 77207

元、副社長.秘書約繳 165435 元、社長繳 236841 元。 

4. 社友付款項目 

（1）入社費：＄10,000 元，新入社之社員需繳交＄10,000 元入社費。 

（2）共同基金：＄20,000元，新入社之社員需繳交共同基金＄20,000元。 

（3）常年社費：每位社員均需繳交，每月＄3,500 元，並一次繳交 6 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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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每年 1月及 7月時繳交，作為社務之經常性支出。 

（4）特別活動統一捐款：舉辦各項活動另收取統一捐款、統一捐款之計算

方式為 

○1 一般特別活動：社長 4 點、副社長及秘書 2點、理事及社友 1點。例如慶

祝父親節活動共支出＄40,000 元，如社友共有 35 人，則點數共有 4+2+2+32

＝40 點，故每點需支付統一捐款＄1,000 元。 

○2 交接及授證：社長 10 點、副社長及秘書各 5 點、理事 1.5 點、社友 1 點，

如交接典禮支出為＄200,000 元，如社友共有 35 人，點數共

10+5+5+1.5×12+20＝58 點，則每點金額為＄200,000 元/58＝3,448 元。      

（5）婚喪喜慶基金：新入社之社員需繳交，金額依目前平均每位社友尚有

之金額為準。該基金不足時則所有社員一次繳交＄5,000 元，以作為社友間

之婚喪喜慶專款專用之基金。             

（6）代收代付款：  

○1 RI 會費：美金30/半年（半年一繳），於每年7月及1月時繳納（每位社員）。 

○2 3460 地區基金：50 元/月（年繳），於每年 7月時繳納（每位社員）。 

○3 地區年會分攤金：800 元/年，於地區年會前繳交（每位社員）。 

○4 地區年會註冊費：1,200元/人，於地區年會前繳交（有參加年會之社員）。 

○5 分區八社聯合例會：1,800 元/人，於聯合例會前繳交（每位社員）。 

○6 台北世界年會分攤金:1,000元/人，於每年 7月時繳納（每位社員）。 

（7）各項捐款： 

○1 中華扶輪教育獎學金：金額至少＄10,000 元以上，本社較鼓勵社友認捐該

項捐款，以獎勵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學生。本社捐款累積達 15 萬元，即可

認捐一名碩士班學生，累積金額達 20 萬元，可認捐一名博士班學生。近 15

年來本社都是推薦博士受獎生。 

○2 保羅哈里斯之友捐款：每名美金 1,000 元。本社慣例為當屆社長認捐，但

由社務費用補助美金 500 元。今年度有增加直前社長 CYLINDER 二位認捐，

則由二位均分美金 500 元補助款。 

○3 歡喜捐款：參加本社之例會或各項活動可依個人之理由歡喜捐款，如邀請

一等親以外之親友參加本社之活動應儘可能歡喜捐款。 

5.六月底前要在召開年度會計審核，如社務有剩餘款將提撥到共同基金帳戶，每

屆再從零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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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察 工作計畫 

糾察在扶輪社是一項很重要的職務，本人將近最大的努力要把
這項職務發揮得很好，除了要全體社友共同配合外，敬請各位扶輪
前輩多多指教 

糾察的任務是在協助維持一個有秩序、莊嚴而有效率的扶輪社
例會，使賓客與來訪社友的心目中留有良好的印象。 

糾察需經常保持警覺，避免任何有損扶輪社尊嚴和譽的事情發生。  

糾察的任務，尤其是要負責會場設備上有關物質方面的安
排，而且不受任何阻礙，使會議得以照常進行。  

每週例會的成功，糾察應扮演重要角色。由於糾察的執行任
務，使社長可以貫注精神於主持例會。同時，糾察所製造輕鬆愉快
氣氛可使會進行順利。有時糾察可以特協助，使賓客有「賓至如歸」
的感覺。然而，更重要的，糾察執行任務的態度對於貴社的山席記
錄將產生決定性的影響。  

開始工作  

糾察的第一項任務便是與社長，及出席、聯誼活動、節目委
員會主委會商，獲知在每週例會中對你所希求的是什麼，與這些人
取得密切合作，糾察便可負責安排全年度的扶輪集會。  

在每一次集會以前，糾察應先與節目委員會主委協商有關需
要任何特別設備，例如，為主講人在講台後加置腳墊板、電影放映
機所用之台座、特別照明效果，或在節目中所而任何其他道具。  

也許糾察希望在每週例會以前與聯誼活動委員會主委協商，
對於如何改善集會中的友誼他可能提出好的構想。在每週舉例會以
前務必與你的社長商談，也許他有某種特別需要或建議。  

典型的指定工作  

糾察有一項重要法則──經常提前１５至２０分鐘到達會
場，確保事事準備妥當。桌、椅是否安排妥當？鐘槌，及社旗是否
準備齊全？公開演講所用器材之運作是否正常？燈光、溫度，及空
氣之流通是否良好？是否準備使用視聽教育材料？ 

茲列舉各項派定工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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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立門邊－在每次例會開始前５分鐘，糾察應站立於會場入
口門邊。如果無人受任歡迎來賓，即應負責此一任務，並照料所有
社友於會議開始前進入會場。 

檢點名牌－貴社社友如備有名牌，應注意他們是否佩戴。名
牌可使外來賓客與新社員易於辨認。  

留心座位－注意社友人座應迅速而井然有序。社友間不應留
有空位；相熟的社友不應經常坐在一起，還有外來賓客請其坐在適
當的席位，以便照顧而不受冷落。（這項任務唯有指派給你而非給
聯誼委員會時，方得接受）  

注意餐食－注意餐食送上應敏捷而無耽延。  
提醒遲到－糾察應以幽默的方式提醒遲到的社友，俾使他們

下次可準時到會（對待遲到者，有些扶輪處以罰款，有些扶輪社則
唱一支幽默的責罰歌）。  

照料歌本－注意歌本或歌詞已否分發，貴社如有歌唱指導，
你應協助他使全體社員都唱。如無歌唱指導，你應盡力使大家歌唱。  

維持秩序－以委婉態度注意社友們是否留意社長的木槌，並
不應有交談打擾演講人。  

糾正早退－留心「吃了就走」的扶輪社員，同時應以婉轉的
方式促其注意改正此一習慣。設法勸阻這種會使主講人倍感挫折的
行動。  

告別來賓－散會時要注意：社友應踴躍與來賓話別，特別與
那些參加例會節目的來賓，對他們之光臨表示欣幸。  
實際上，除了執行這些例行任務以外，尚有許多事情需要你去做，
糾察需要觀察集會的氣氛，對一些事情預作必要的安排。糾察不僅

是要學習扶輪社的運作，而且要去發現改進的方
法。最重的是使大家都感到滿意，此項工作將提
供許實在機會為你的扶輪社，包括社員、職員，
及賓客作親切的服務。  
你身為糾察的成功不僅是依靠你在全年度中每
週如何達成你的任務，而且同時要依賴你現在如
何計劃你的工作。 

                 糾察 LASER 



 

- 25 - 
 

 

2017-2018 年度五大委員會工作計劃內容 
社務行政委員會        主委：張辛庚 SHOES 
社務行政委員會依其功能概分為二大類 
一、社務運作 
◎社刊委員會       主委：賴輝梧 LIGHT 
1. 編印交接、授證、公式訪問等特刊。 
2. 例會社刊之編訂：鼓勵社友投稿，社長、秘書、各主委之工作報告，R.I、

地區、分區各項活動，政策資訊之宣達，會議紀錄之刊登，摘錄扶輪知識、
養生保健、網路訊息、笑話等之摘錄，活動照片之刊登。 

3. 為鼓勵社友投稿，凡經錄用 1000 字以上之投稿，社長將提供獎勵金 500 元
或禮品。 

 
◎節目委員會        主委：陳增松 MATSU    
1. 安排每月之例會節目及活動。 
2. 邀請學有專精之專家、學者、企業領袖等專業人士來社專題演講或扶輪知

識之講解。 
3. 各項慶典活動之節目安排及主持。 
4. 徵詢社友想要聽演講的類別。 
5. 優先邀請本社社友任講師。 
6. 變更例會，如改變地點、形式（如看電影或欣賞音樂會）登山、讀書會、

歌唱教學等。 
 
◎膳食委員會        主委：朱田源 TONY 
1.例會中用餐之安排、掌握人數及注意社友之反應。 
2.各項慶典、活動膳食之安排。 
 
◎出席委員會      主委：趙寶祥 WATER    
1. 毎週例會當天或活動當天電話聯繫社友出席。 
2. 統計出席率（含例會、月、季、、、） 
3. 對於出席率較低之社友，陪同聯誼主委多加聯繫及了解原因。 
4.鼓勵社友多出席分區之聯誼活動及年會。 
5.為鼓勵社友出席，每季出席 100％之社友，社長將提供約 500 元獎品。年度

出席 100％之社友，社長將提供約 1000 元之獎品。 
6.鼓勵社友及社友夫人踴躍參加第一屆 3462 地區年會，時間為 2018.03.18

一天，地點在薇格。 
 
◎扶輪資訊委員會   主委：劉振銘 PRINT 
1.利用各種機會宣達本地區網站：http://www.rotarydistrict3460.org/，

鼓勵社友多加瀏覽、張貼。 
2.各種資訊之傳遞多利用資訊網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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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里社社區服務活動公佈在社群網路：http://www.taliclub.com.tw 
 
◎禮品委員會     主委：林諭雍 CANBAN 
1. 演講者、特別來賓禮品安排。 
2.各項慶典活動之禮品採購及慶典中之禮品安排。 
 
◎攝影委員會    主委：曾杉源 CPA 
1. 例會演講、日常活動之攝影紀錄。 
2. 慶典活動之攝影。 
 
二、促進聯誼 
◎聯誼委員會        主委：黃銘松 PACK      
1. 在例會介紹來賓、來訪社友，社友、夫人之生日及結婚紀念日之慶祝。 
2. 掌握社友間之婚喪喜慶，並通知各社友安排慶賀、探訪等事宜。 
3. 平日多與社友聯繫，尤其是新進社友及未打高爾夫之社友。 
4. 內輪餐敘慶生活動、專訪社友或社友夫人的人物專訪 
 
◎基隆東南社委員會   主委：林進重 LIGHTER 
1.協助與高爾夫主委一起安排每一年二次高爾夫球敘、聯誼各項事宜。 
2.彼此婚喪喜慶之聯繫往來。 
3.彼此授證典禮舉辦聯合例會。 
4.共同舉辦 W.C.S 活動。 
 
◎后里社委員會     主委：何森德 PAINT 
1.協助與高爾夫主委一起安排每一年二次高爾夫球敘、聯誼各項事宜。 
2.彼此婚喪喜慶之聯繫往來。 
3.彼此授證典禮舉辦聯合例會，交接典禮派組參加。 
4.共同舉辦慶祝活動（中秋節、母親節等） 
5.共同舉辦 W.C.S 活動。 
 
◎內輪委員會       主委：張辛庚 SHOES 
1. 每月安排一種學習課程，將採每月有作品方式，由內輪主委安排。今年度

八月已有安排烘焙課，並安排電影欣賞《老師你會不會回來》，卡拉 OK 歡
唱時間、青春活力舞蹈課、內輪餐敘、內輪自由行、年節蘭花組合課等等
陸續安排中。 

2. 定期舉行夫人聯誼或自由行活動，自由行安排在 1 月。 
3. 由夫人們兩個月一次，每人一菜的方式餐敘例會，往往很有趣又能提高出

席率。 
 
◎高爾夫推動委員會    主委：江漢泗 TRADE 
1. 社友打球人數約 14 人，有參加球隊，邀請友社社友、來賓共同參與，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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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誼及推展健康之活動。 
2. 安排每年與基隆東南兄弟社、后里兄弟社球敘活動。 
3. 年度授證盃高爾夫聯誼賽之規劃安排。 
4. 成立高球訓練營，安排高球集訓及球場體驗。 
 
◎運動保健委員會    主委：呂武霖 BANK  
1.成立登山健行隊及路跑隊。 
2.舉辦登山健行安排戶外全家聯誼、強身、接觸大自然。 
3.已舉辦過社頭清水岩登山健行。 
4.每月都有路跑行程，一個月 1-3 場，是目前社裡人數較多的固定運動。 
5.主辦路跑與周邊人脈互動。 
 
◎授證慶典委員會    主委：黃銘松 PACK 
1.籌劃授證 35 週年慶典事宜。 
2.安排邀請貴賓名單、晚會節目籌備等等。 
 
◎諮詢委員會    主委：黃健光 CYLINDER  
1.成立諮詢委員會，凡當過社長即為當然委員。 
2.社長的堅強後盾。 
 
 

社員委員會          主委：張家欣 MANPOWER 
◎社員委員會 
1. 社員入社前應審慎了解其專業、品德、出席可能率、服務熱誠、社會形象

提供意見由理事會審查。 
2. 為維護本社傳統良好社譽，新社友入社後應請介紹人多予關心出席狀況，

並多參與各項活動，依規定繳費，克盡扶輪社員職責，如逾扶輪規章，得
提請理事會處裡。 

 
◎職業分類委員會         主委：陳通敏 ALUMI 
1. 配合社會職場趨勢變易，檢討或增設新的職業分類。 
2. 審查新社員入社歸入適當職業分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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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委：宋喜來 PRESS   
1. 吸收前瞻性行業，社會精英入社。 
2. 鼓勵社員參與本社各項活動，減少社員流失。 
3. 社員淨增至少 1人，達成 R.I 目標。 
4. 目前社員人數 24 人，年度目標為 30 人。爲鼓勵社友成為增員達人，每介

紹一名新社友，由共同基金支付獎勵金一萬元，至社員人數 35 員止。 
於總監公式訪問前介紹新社員、除了社獎金$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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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 15000、秘書$5000。介紹女社友社長特別加碼 5000。過總監公式訪問
後就社長 10000，期待快加速新血輪的加入。 

 
◎扶輪知識委員會         主委：洪有益 A-KI 
1.在例會中、生活中灌輸扶輪知識、精神。 
2.收集扶輪知識資料及刊物以提供閱讀。 
3.邀請扶輪知識推廣中心人員作扶輪知識講解。 
4.配合節目主委，宣達解說扶輪章程及本社內規。 
 
◎STAR 委員會   主委：黃銘松 PACK 
1.多與新社友接觸，在每次例會中坐在新進社友旁，協助對社務運作上的了解。 
2.與社友間互動要密切。 
3.經常性召開 STAR 會議，讓新進社友更認識扶輪。 
 
 
服務計劃委員會          主委：黃健光 CYLINDER 
◎社區服務委員會   主委：李彥錫 LASER 

1. 分區八社聯合捐血活動本年度訂在 11 月 25 日。 
2. 分區聯合聖誕愛新音樂餐會活動 
3. 捐助獨居老人年菜活動 
4. 彰化榮民捐米社區服務活動 
5. 捐贈雲林療養院物資及薩克斯風表演 
6. 舉辦義賣活動所得捐贈弱勢團體 
7. 贊助希望之家中秋晚會活動訂在 10 月 4 日。 
8. 持續舉辦扶輪之子認養活動 
9. 認捐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訂在 10 月 21 日。 
10. 主辦路跑與周邊人脈互動 
11. 參與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12. 原民關懷大未來活動 
13. 參與扶輪愛跑活動 
14.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15. 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16. 宣導藥物濫用防治講座活動 

 
◎社區發展委員會        主委：劉  成 TTA 
1. 重視臺中市治安問題，青少年誤入歧途的防治與宣導。 
2. 義工、義消、義警等的拜訪了解與感謝鼓勵。 
3. 協助仁愛醫院舉辦市民講座，倡導正確的保健觀念，嘉惠社區居民，並鼓

勵社友積極參與及關心此社區活動。 
 

◎環境保護委員會        主委：趙寶祥 WATER 



 

- 29 - 
 

 

1. 針對年度主題「水資源管理」的重視，找尋相關單位（自來水公司、教育、
環保單位），以配合落實觀念的紮根及行為與行動的促成與鼓勵，如企劃舉
辦中小學生作文、繪畫比賽，以加強青少年節約用水減少環境污染。 

2. 集合社區之水污染及減少廢棄物之觀念宣導，或標語的徵求達到宣導之目的。 
3. 配合登山活動，時時進行淨山活動。 
 
◎國際服務委員會        主委：黃健光 CYLINDER 
1.規劃辦理世界社區服務計畫，並聯絡日本富士吉田西姐妹社及二個兄弟社

做為合作夥伴。 
2.規劃全社社友參與國際服務計畫。 
3.配合地區參與緬甸國際義診 WCS 活動。 
4.配合 VTT 職業訓練團費用。 
5.組團訪問日本富士吉田西姐妹社，出訪日期(2017.10.20-25) 
 
◎服務夥伴委員會        主委：李彥錫 LASER 
1.為扶輪所輔導團體提供領導人才的訓練，能協助他們施行社區發展計畫。 
 
◎職業服務委員會        主委：陳通敏 ALUMI 
1. 請每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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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青少年職業認識以及就學科系說明之輔導。 
3. 為關懷、認識及鼓勵新社友，前往新社友工作職場參觀暨例會。 
4. 安排職業座談，例如大陸產業崛起後、政府調高基本薪資等，社友個人事

業的因應之道。 
5. 關懷中壯年失業問題。 
6. 配合政府就業及職訓計劃，培養第二專長，提高人力素養，減少失業率。 
7. 配合社友公司對人力或專業人員的需求，舉辦聯合徵才活動。 
8. 配合社友在工作場所提倡扶輪「四大考驗」，以為職場工作之準則。 
9.職業服務是扶輪四大服務的第二大項，是每位社員透過職業為社員的服

務，在扶輪四大考驗：誠實、公平、友誼及兼顧彼此利益的基礎上，追 
  求超我服務或正當利益的職業服務。 
10. 10 月訪問日本姊妹社時將辦職業參觀活動。 
 
◎職業成就獎勵委員會    主委：  趙寶祥 WATER 
1. 舉辦國外旅遊暨參觀社友或姊妹社社友投資之工廠。 
2. 安排參觀社友的公司或工廠，以增進聯誼及職業交流。 
3. 表揚職業楷模暨社友公司模範職工，增進勞資和諧。 
4. 宣揚職業服務精神，表揚社友或公司在其工作場所實現扶輪理想的事蹟。 
5. 假職業服務月，舉辦特殊職服務活動。 
 
◎團體交換委員會       主委：宋喜來 PRESS 
1.宣傳從社區挑選出來之任何交換團的團員經驗，並邀請他們到社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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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社已有多年接待經驗，並鼓勵社員把握機會接待來訪交換團，這是一個
不錯的經驗。 

3.推薦優秀有資格、有意願做為團體交換研究之社會人士。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委員會       主委：曾杉源 CPA 
1.配合地區實施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2.本社共認養大里地區 12 名學童，安排將獎助金送至認養學童手中並安排媒
體採訪。 
 
◎台灣肝病根除計畫委員會       主委：陳錦章 LAND 
1.配合地區宣導肝病根除活動。 
 
◎新世代委員會                 主委：張志偉 HERO 
1.促使即將畢業學生與事業體負責人面談，探討職場實務，直接了解未來進

入職場機會，為自己而後職業生涯事先了解與做規劃。 
2.推薦扶輪 TRF 大使與和平獎學金學生。 
3.鼓勵青少年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 RYLA』。 
4.贊助清寒學生參加『青少年交換』計劃。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     主委：張家欣 MANPOWER 
1. 舉辦青少年交換活動，相互學習彼此的社會文化。派遣高中及大學的青少

年為期一星期的互訪。 
2. 邀請世界各地來台留學生分享他們在台灣的生活及學習經驗。 
 
 

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江漢泗 TRADE 
◎扶輪基金委員會 
1. 鼓勵社友認捐國際扶輪基金保羅哈里斯之友永久基金，至少一位社友認

捐。今年度有二位認捐。 
2. 選派支持大使獎學金。 
3. 支持團體研究交換計劃（G.S.E），邀請 G.S.E 成員到社例會簡報其專業報

告，落實此交換計劃，3月間確實聯絡與例會主委安排。 
4. YEP 交換學生落實照護及安排至社友家庭及參與例會活動，達到相互提昇

社友家庭成員之國際觀。 
 
◎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     主委：陳錦章 LAND 
1.宣傳社區預防小兒麻痺活動。 
2.贊助預防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以支持在最需協助的小兒麻痺流行國進行

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 
3.配合 RI 總社響應比爾蓋茲 BILL GATES 基金會之『〝扶輪一億美元的挑戰〞 
  將用於根除小兒麻痺症』捐款 1000 美金已連續捐贈三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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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羅哈里斯之友委員會    主委：張辛庚 SHOES 
1.鼓勵社友認捐保羅哈里斯，今年度有社長廖至軍夫人、直前社長黃健光二
位認捐。 
 
◎中華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洪有益 A-KI 
1.積極募集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本年度共認捐 17 萬元。 
2.邀請優秀受獎學生回社演講或加入扶青團或本社。 
3.將推廌一位優秀博士受獎生。 
 
◎配合獎助金委員會       主委：賴輝梧 LIGHT 
1.改善社區內個人的生活及支持扶輪基金使命。 
 
◎共同基金管理委員會      管理人：廖至軍.宋喜來.張家欣 
1.基金運用把關及管理。 
 

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洪有益 A-KI 
◎公共關係委員會 
1. 配合本社或社會各階層＜學校、公司、社團＞公益活動，並廣為宣揚扶輪

精神。 
2. 多與媒體互動報導扶輪活動，至少二次，期對社會價值觀產生正面效應。 
3. 鼓勵社友多參與友社活動，建立扶輪情誼。 
4. 與大專院校課外活動組多接觸聯繫，宣導扶輪，塑造良好扶輪形象。 
 
◎國際姐妹社推薦委員會      主委：陳錦章 LAND 
1.參與國際計畫，尋求國際夥伴，協助推動國際服務的活動。 
 
◎扶輪大使獎學金委員會     主委：曾杉源 CPA 
1.熟悉大使獎學金、扶輪世界和平獎學金、大學教師獎學金的計畫目標與申

請程序。 
2.協助訓練輔導贊助的獎學金學生及大學教師認識扶輪。 
 
◎世界聯誼活動委員會       主委：江漢泗 TRADE  
1.鼓勵社友參加世界年會增進國際視野。 
2.鼓勵社友盡量參加姐妹社例會或慶典。 
3.連絡姐妹社共同舉辦 W.C.S 活動，達到共同學習成長服務的目的。 
 
◎家庭懇談委員會           主委：黃英智 FOOD 
1.每月爐主確實舉行懇談會。 
2.宣導各組盡量以茶點方式，於社友家中舉行。 
3.借重扶輪家庭聚會之聯誼，使社友、社友夫人進而小扶輪之間聯誼。 
4.聯誼時間儘可能於 22：00 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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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扶輪社 2017-2018 年上半年度爐邊分組表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一組 江漢泗 黃銘松 陳通敏 
何森德 
賴輝梧 

張家欣 曾杉源 

第二組 林諭雍 
劉振銘 
劉  成 

宋喜來 呂武霖 陳增松 林進重 

第三組 洪有益 朱田源 陳錦章 趙寶祥 黃健光 李彥錫 

社  長：廖至軍        秘    書：張志偉  
            副社長：張辛庚        爐邊主委：黃英智 

 
2017-18 年度內輪會預定推動計畫書 

計畫月份 工 作 計 畫 說 明 預算支出 備註 
七月  內輪研討會(籌備會) 

地點:異人館~大里區中興路二段 381 號 
時間:7/13~18:30 

實際支出 6513 陳君儀 

八月 廚藝:烘培活動(動手玩) 
台中市南區大墩十二街 300 號 
04-23260698 
時間 8/12(星期六)下午 2 點~ 

實際支出 7300 鳳珠夫人 

九月 工藝:手藝品 
地點社館。 

7200 元 
@300*24 人 

秀謐夫人 

十二月 25 日
(例會) 
(暫緩) 

公益:希望家園(交換禮物) 
地點:台中市大里區上興路二段 51 巷 46 號 
04-24922601 

0 元 
自備禮物 

家伃夫人 

一月 25 日 踏青:世外桃源 13000元 靜賞夫人 
二月 10 日 花藝:蘭花組合 

春節 
地點:  

24000元 
@1000*24人 

紅碧夫人 

二月 3 日 
三月 
四月 

律動:每周六(須先確定人員) 
地點:未定 
時間:19:00 

25000 元 玉枝夫人 

五月 藝文:參訪 
用體驗豐富生命 
地點: 

7200 元 
@300*24 人 

君儀夫人 

六月 25 日 35 社長感恩晚會暨內輪成果結案。 0 元  

 預算總計 90,21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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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扶輪社 2017-2018 年度例會節目表更新日期:2017.08.21 

例會時間 變更時間 活動內容 主辦 地點 
2017/07/03  
第 1764 例會  交接旅遊,變更例會 張志偉 馬祖 

2017/07/10 
第 1765 例會  社長首敲及秘書家庭懇談爐邊起鼓暨七月

理事會 張志偉 品虹橋

2017/07/17 
第 1766 例會  社長報告新政策及目標、行政會議 張志偉 社館 

2017/07/24 
第 1767 例會  專題演講-陳灝總經理~數字與人生 陳增松 社館 

2017/07/31 
第 1768 例會 7/29(六) 七月大組爐邊暨登山健行活動- 黃英智 

呂武霖 
社頭

清水岩
2017/08/07 
第 1769 例會 8/5(六) 慶祝父親節女賓夕活動. 八月理事會 黃銘松 楓林谷

2017/08/14 
第 1770 例會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議.  張志偉 社館 

2017/08/21 
第 1771 例會  總監公式訪問 張志偉 福野

婚宴會館
2017/08/28 
第 1772 例會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慶生.人物專

訪 黃銘松 社館 

2017/09/04 
第 1773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7/09/11 
第 1774 例會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慶生會.人物專

訪-黃健光.九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7/09/18 
第 1775 例會  專題演講-台中文心社方嘉綺~用愛點亮生

命.以熱情擁抱人生 陳增松 社館 

2017/09/25 
第 1776 例會 

9/24.25
(日.一)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爾夫聯誼賽(基隆主辦)
暨秋遊 

江漢泗 
林進重 北海球場

2017/10/02 
第 1777 例會 10/1(日)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大里

主辦) 
何森徳 
黃銘松 

大木塊
生態農園

2017/10/09 
第 1778 例會  國慶假期休會    

2017/10/16 
第 1779 例會  電影欣賞~老師你會不會回來 陳增松 台中

秀泰影城
2017/10/23 
第 1780 例會 10/20(五) 變更訪日親善行程 黃健光 日本 

2017/10/30 
第 1781 例會 10/27(五) 變更重陽活動-彰化榮民捐米社區服務活

動 李彥錫 彰化 

2017/11/06 
第 1782 例會  專題演講.十一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7/11/13 
第 1783 例會 11/10(五) 變更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慶典 張志偉 另訂 

2017/11/20 
第 1784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7/11/27 
第 1785 例會 11/25(六) 八社聯合捐血活動 李彥錫 大買家門

口 
2017/12/04 
第 1786 例會  專題演講.十二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7/12/11 
第 1787 例會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慶生會.人物專

訪 黃銘松 社館 

2017/12/18 
第 1788 例會 未定 八社親子活動暨八社聖誕愛心音樂餐會 張志偉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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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25 
第 1789 例會  社員常年大會 張志偉 社館 

2018/01/01 
第 1790 例會  元旦假期休會    

2018/01/08 
第 1791 例會  一月份理事會暨下屆理事籌備會 張志偉 另訂 

2018/01/15 
第 1792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8/01/22 
第 1793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人物

專訪 黃銘松 社館 

2018/01/29 
第 1794 例會 1/25(四) 社區服務:雲林療養院捐物資.薩克斯風表

演 李彥錫  雲林 

2018/02/05 
第 1795 例會  宣導講座:濫用藥物防治.2 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8/02/12 
第 1796 例會  近農曆春節休會(獨居老人年菜捐贈) 李彥錫  

2018/02/19 
第 1797 例會  農曆春節休會   

2018/02/26 
第 1798 例會 2/24(六) 新春團拜暨女賓夕活動(戶外餐敘) 黃銘松 另訂 

2018/03/05 
第 1799 例會 3/3(六) 霧峰社授證 35 週年慶典 張志偉 另訂 

2018/03/12 
第 1800 例會  基隆東南社高爾夫聯誼(大里主辦) 江漢泗 

林進重 另訂 

2018/03/19 
第 1801 例會 3/18(日) 地區年會 張志偉 薇格 

2018/03/26 
第 1802 例會 3/25(日) 變更參加基隆東南社授證慶典暨春遊 張志偉 另訂 

2018/04/02 
第 1803 例會 3/31(六) 植樹活動 李彥錫 另訂 

2018/04/09 
第 1804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8/04/16 
第 1805 例會  社務行政會議暨下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

暨慶生會 張志偉 社館 

2018/04/23 
第 1806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8/04/30 
第 1807 例會 4/28(六) 本社授證 35 週年慶典(義賣活動) 黃銘松 另訂 

2018/05/07 
第 1808 例會  專題演講.5 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8/05/14 
第 1809 例會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母親節(后里主辦) 何森徳 另訂 

2018/05/21 
第 1810 例會  下半年度職業參觀 陳通敏 另訂 

2018/05/28 
第 1811 例會  5/26(六) 八社聯合例會助理總監之夜 張志偉 另訂 

2018/06/04 
第 1812 例會  社務行政會議.6 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8/06/11 
第 1813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黃銘松 社館 

2018/06/18 
第 1814 例會  端午節休會   

2018/06/25 
第 1815 例會  社長感恩晚會 張志偉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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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扶輪社社員名錄 
姓名 社名 服務機關/職稱 職業分類 備註 

洪有益 A-KI 南山人壽保險公司 區經理退休 人壽保險 1984-1985 年度  第 2 屆社長 

劉振銘 PRINT 越南東光工業（股）公司 董事長 鋁製工業 1989-1990 年度  第 7 屆社長 

宋喜來 PRESS 永傑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沖床 1990-1991 年度  第 8 屆社長 

何森德 PAINT 昇旺工程、東記油漆工程行 負責人 油漆工程 2004-2005 年度  第 22 屆社長

賴輝梧 LIGHT 匯合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人 水電工程 2003-2004 年度  第 21 屆社長

江漢泗 TRADE 安展貿易（股）公司 董事長 五金進口銷售 2005-2006 年度  第 23 屆社長

林進重 LIGHTER 昌炘（股）公司 董事長 打火機.打火石 2006-2007 年度  第 24 屆社長

張家欣 MANPOWER 玖穎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總經理 人力仲介 2007-2008 年度  第 25 屆社長

陳增松 MATSU 匯豐汽車（股）公司 副理 汽車銷售 2012-2013 年度  第 30 屆社長

黃銘松 PACK 穗榮包裝實業（股）公司 總經理 包裝材料製造 2008-2009 年度  第 26 屆社長

陳通敏 ALUMI 駩瑩生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生化科技 2010-2011 年度  第 28 屆社長

李彥錫 LASER 祥安鋼鐵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鋼鐵雷射加工 2014-2015 年度  第 32 屆社長

劉  成 TTA 于成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鋁門窗 2013-2014 年度  第 31 屆社長

張辛庚 SHOES 鉅舜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鞋類.皮包五金配件製造  

陳錦章 LAND 瑞萊旺房地產聯盟 總經理 不動產經營 2015-2016 年度  第 33 屆社長

廖至軍 KANE 萬益食品企業有限公司 總經理 食品製造 2017-2018 年度  第 35 屆社長

朱田源 TONY 東谷合貿易有限公司 台灣代表 不動產開發  

黃健光 CYLINDER 映相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印刷.凹版製作 2016-2017 年度  第 34 屆社長

呂武霖 BANK 萬泰商業銀行 協理 金融業  

黃英智 FOOD 英辰食品有限公司 負責人 食品製造業  

林諭雍 CANBAN 諭越廣告工程有限公司 負責人 廣告看板  

張志偉 HERO 嵾蹟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生醫科技  

曾杉源 CPA 台昇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趙寶祥 WATER 展欣環保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環保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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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年度保羅哈里斯捐獻人

  

  

          
                                  

     

 

 

 

 

 
 

2017～2018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黃健光 CYLINDER 

廖至軍 KANE 

 

 

 

陳君儀 
KANE 夫人 

 

劉振銘 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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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林進重 LIGHTER 張家欣 MANPOWER 

李彥錫 LASER 黃銘松 PACK 

江漢泗 TRADE

陳通敏 ALUMI 

  

朱田源 TONY 張辛庚 SHOES

 

陳錦章 LAND 



 

- 38 - 
 

 

2017～2018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黃英智 FOOD 林諭雍 CANBAN 

趙寶祥 WATER 張志偉 HERO

黃健光 CYLINDER 

曾杉源 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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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社長時間 ~致歡迎詞 
3462 地區總監 ORTHO、秘書長 TOIJ、地區總監團隊、分

區助理總監 E.C、副祕書長 BROKER、聯誼主委 CASH,各位同
期、貴賓、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謝 ORTHO 總監今晚率領地區團隊前來關心大里社今年
度的各項年度社務工作執行狀況並給與指導。 

扶輪社發展百年來已在國際上頗受好評、公認優良的社
團，其「核心理念」歷經百年來集眾人的智慧不斷的隨著時
代的變遷，經由 RI 理事立法會議討論時時修正之，替我們
規劃出一條充滿人性溫暖和尊嚴的扶輪大道，譲眾多的扶輪
人有所規範，得以遵循。 

社長上任前的 PETS 課程（社長當選人研習課程），ORTHO
總監明確的傳達 RI 的期待，並統籌地區團隊完成首創 3462
地區的規劃及務實的社區服務方針來引導、督促、啟發我
們，擔任社長職務已經超過 50 天，自知扶輪道行尚淺，唯
有依地區年度扶輪工作大綱循序漸進、盡力而為，希望在扶
輪理念的宣導及年度工作的執行上不會因我社長職務不力
産生太大落差，在此首要感謝大里社理事會的指導、力挺與
社友、夫人們的理解與包容，讓社務得以平實的運作。 

今天的社務行政及各委員會的年度工作報告如有不盡
完善之處，請總監及地區團隊不吝給予指教。 

感謝今晩貴賓、社友、夫人們的蒞臨。 

祝大家一切平安、美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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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8 月 13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813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活動海報三份 
主 旨：函請報名地區舉辦「新世代聯誼」活動，如說明及附件，
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一、創造扶輪第二代的互動與優質社交機會。 

時    間：2017 年 9 月 10 日下午 2:30 -8:30 
地    點：台中國家歌劇院。 

活動人數：參加人數 150 名，男女各 75 名，將依照完成報名順序 
額滿為止。 

服    裝：男性：西裝     女性：正式服裝。 
二、活動流程：14:30 報到聯誼 

15:00 台中市交響樂團演出，電影主題曲的故事。 
16:00 ～17:45 電影我思我見論壇。 
18:00 晚宴至散場  

三、報名費：每位 1500 元（含餐費） 
四、報名資格為 23 歲以上未婚社友及扶輪二代，報名辦法詳如海報
說明，請 E-mail 到 e -marketing@ moonlovers .tw 網上報名及上傳 

相片及繳費，或傳真至 04-23014577，服務電話：04-22217725 Ivy 
小姐洽詢。 
五、另有跨地區的「扶輪新世代扶輪論壇、聯誼」說明及場地，請
各社友或扶輪二代皆可報名參加，詳閱附件海報説明。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新世代扶輪聯誼召集人 洪強森 Sono  
新世代扶輪聯誼主委 賴國弘 Structure  
新世代扶輪聯誼主辦東海社社長侯勝達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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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輕鬆的扶輪~~~ 

RI 最新發佈影片，是有關 D5030 西雅圖地區的扶輪社員所啟動的
"Rotary First Harvest"服務計畫。該計畫執行團隊領導逾 1500 位志工

與當地農場、貨運業者合作，將常態農作過程可能會產生約 25-33%
的"無法在市場銷售而變成浪費的農作物"(Waste)，由志工協助農場
來採集、運送到食物銀行、並進行包裝，再提供給社區裡需要的飢

餓弱勢家庭，讓食物充分被食用而不浪費。 
每一個成功的扶輪服務計畫，總都是從一個扶輪人的想法開始，並
能在扶輪平台裡得以逐漸發展獲得更多扶輪人的支持與參與，最後

能夠落實並開花結果，改善世界。這就是扶輪的力量！ 
 

RI 在品牌中心(Brand Center)公告的另一份新的中文版文件是｢品牌

形象簡介一覽｣。這一份品牌形象簡介一覽包括扶輪的視覺準則系統
所示的標誌、色彩、字型、圖像及圖表，以及有關相片格式和主題
與商品等基本事項。 

如果有越來越多的中文版文件提供出來，相信我們的社友們將會對
扶輪越來有越更加深入的認識與了解！ 
 

品牌中心所公布的這些中文版文件，其中最重要的是，自從國際扶
輪於 2011 年開始陸續設計、更新、並推動新的視覺標識系統(Visual 
Identity)以來，解釋整套新系統的設計與使用意義的"訊息指南

"(Messaging Guidelines)，總算有了官方的中文版。這本指南說明如何
以簡明、有說服力、一致的方法來述說扶輪的故事。也讓所有使用
中文語言溝通的扶輪地區與扶輪社，其公共形象業務負責人或單

位，能有個為大家凝聚共識與解說的依據。建議這些文件應該在社
例會的公共形象主題活動裡，慎重運用並介紹給全體社員了解。 
｢輕鬆的扶輪｣將有關品牌中心中文版文件的連續貼文裡所提及的五

份文件自品牌中心全數下載成 PDF，收集放在雲端，方便大家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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