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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7 月 10 日第 35 期第 1卷 

 

※※※第 1765 次例會※※※ 

第 35 屆社長首次敲鐘 
暨職員就職典禮 
品虹橋滬川美饌 

 

 

 

 

 

 

 

 

 

 

 

 

 

 

   社  長：廖至軍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廖珈弘    節 目 主委：陳增松 

  副社長：廖珈弘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張家欣    出 席 主委：趙寶祥 

  秘  書：張志偉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黃健光    聯 誼 主委：黃銘松 

  財  務：曾杉源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江漢泗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糾  察：李彥錫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洪有益    高爾夫主委：江漢泗 

2017-2018 年度理事~~廖至軍.黃健光.

廖珈弘.張志偉.黃銘松.張家欣.陳通敏.

李彥錫.呂武霖.黃英智.曾杉源 

社訓練師:張家欣  RCC 主委:黃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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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7 年 7 月 10 日  第 1765 次 例 會   

例會程序表~ 
時間~18：00                        司儀~張志偉 
社長鳴鐘開會  
唱扶輪頌 
宣讀四大考驗『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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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貴賓、友社社友代表 
唱歡迎區總監歌 
唱歡迎扶輪社友歌(來賓及友社社友請起立) 
社長致詞(社長小扶輪送花給社長伉儷) 
社長介紹本屆理事及各職員與主委(主委佩帶肩帶) 
總監致詞(ORTHO) 
社長贈送同期及來賓禮品(總監代表接受) 
分區助理總監致詞(E.C) 
分區助理總監贈送本社全體社友紀念品(社長代表接受) 
地區副祕書長致詞(PRINT) 
貴賓致詞 
鼎峰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許献忠贈送社長紀念品 
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經理謝青樺贈送社長紀念品 
本社致贈社長就任紀念品(CYLINDER 代表致贈) 
本社致贈秘書就任紀念品(LASER 代表致贈) 
糾察報告 
社長鳴鐘閉會 
大合照(喊口號：樂在扶輪.大里社 gog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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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 社長時間   

     ORTHO 總監伉儷及總監團隊，助理總監 EC ,副秘書長 
BROKER ,分區聯誼主委 CASE,直前社長 CYLINDER ,秘書 
HERO ,各位貴賓、同期社秘、社友、夫人，大家晚安! 
     
    歡迎大家出席大里扶輪社第1765次例會、也是Kane的首
次敲鐘。六年前經 LAND P.P.介紹，Kane 加入這個大家庭，
剛開始時期的例會、活動常常推辭，然而在扶輪先進的勉
勵，四年前逐漸參與活動、更喜歡上扶輪社這樣家庭式社團
了。 
 
    扶輪是一群齊聚各個事業體的力量，致力於改善各自社
區生活的人士。這是咱們的扶輪社、是一個大家庭。Kane會
盡心盡力與理事及主委團隊克盡本份,推動「創新友誼、愛
在扶輪」全力學習與努力、更需要各位 P.P. 社友及夫人指
教，協助社務、地區服務等的推展。 
     
    再次感謝與會長官、貴賓、社友及夫人您的參與與支
持，讓Kane 更有信心來完成扶輪使命。感謝大家的蒞臨、
祝福與會貴賓、好友、萬事順心、如意!!! 
 

HERO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01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01001 號 
正本受文者 : 地區各扶輪社、D3510前總監曾秋聯 PDG William 
附  件： 一、議程表 
         二、出席回函 
         三、明道大學交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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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明道大學校園平面圖 
主  旨 : 召開「2017-18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如說

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參照2017.04.國際扶輪基金會彙編(RF COP April 2017)

第7.010.4 條文規範辦理。 
二、2017-18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日期：2017年8月6日 (星期日)下午12:30至下午18:00 
地點：明道大學-開悟樓小劇場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路369
號)   

   三、本次研習會，敬邀 D3510前總監曾秋聯 PDG William
蒞會專題演講。                

   四、參加人員:助理總監、各社社長、各社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 (或 各社申請獎助金實際通訊員) 

   五、敬請於7月27日前填妥出席回函並傳真或Mail至地區總
監辦公室，以利作業為禱。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Attn:盧春霞Tina 
Lu，行動電話：0905-758108、 

       辦公室電話：(04)8742992，傳真：(04)8761465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Orth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07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07001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 : 函請各扶輪社繳交 2017~2018 年度地區基金費用，如說
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一、依據2016程序手冊p.59「國際扶輪細則16.060.1、

16.060.2」暨106年03月12日地區社長當選人訓練研習會PETS決議案
辦理。 
       二、循往例以2017.06.30在籍社員數計算，每人繳交新台幣

600元，並請於106年08月31日(三) 前繳交為禱。 
       三、請以匯款或即期支票方式匯寄至3462地區2017~2018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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度總監辦事處之專戶：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69-10-0017801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郵寄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樓 

 電話：(04)8742992      手機：0905-758108 

 傳真：(04)8761465  
        E-mail: 3462dg1718@gmail.com    

     四、請於匯款完成後，在匯款單上註明扶輪社名後，以 Email

附帶單據影像檔或傳真告知。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07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07002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一、英文計劃書及簽名 
         二、英文計劃書中文翻譯 
         三、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函 JK-1033 

         四、發給RI社長Ron Burton 英文信的中文翻譯函 
         五、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收支預估表       
主  旨 : 惠請各社編列每位社友新台幣1,000元年度捐款，以贊助

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ttee,HOC)，如說明及附件，即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 查2015年5月31日於巴西召開的RI理事會已經決議通過台北
市將成為2021國際年會的主辦城市；將於2021年6月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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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台北市南港展覽館一館及二館舉行，預定將有
35,000-40,000位社員與寶眷參加。詳如附件。 

二、 感謝各社社長於2017年3月11~12日社長當選人講習會中決

議，援例通過編列每位社員新台幣1,000元的捐款來贊助
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HOC)。  

三、 敬煩各社以 2017 年 7 月 1 日報給 RI 的社友人數為準
(寶眷社友可不算在內)，乘上每位新台幣1,000元之金額，
於2017年11月30日前，以匯款或支票方式匯入地區總監辦 

公室帳戶：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69-10-0017801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2018年度總監謝明憲 
       郵寄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樓 
       連絡電話:04-8742992 

       傳    真:04-8761465 
       E-mail: 3462dg1718@gmail.com 

   四、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7-18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聯絡資

訊。 E-mail : 3462dg1718@gmail.com，Attn:盧春霞 
 電話：(04)8742992      手機：0905-758108 
 傳真：(04)8761465  

          地址：520彰化縣田中鎮長順街21號2樓 
          並請將匯款收據E-mail至總監辦事處，以便資料彙整，
以利在2017年12月底前由地區總監辦事處統一匯款到 HOC 指定的

專款帳戶。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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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07003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地區總監謝明憲Ortho及團隊謹訂於106年8月01日起至11月
15日止，至地區各扶輪社進行總監公式訪問，如說明及附件，惠請
查照週知。  

說 明： 
一、 依據2016程序手冊p.61：國際扶輪細則第16.090條款規範

辦理。  

二、請各扶輪社預先填報『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附件一)以及
『RI社長獎 調查表』(附件二)等表格。  
三、請貴社參閱 2017~18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流程，並將相關之各項

記錄與上開附件，於總監公式訪問前14天，送交分區助理總監一式
兩份，其中一份於公式訪問前5天，由分區助理總監轉交至總監辦公
室。  

四、『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內容，亦可自行上網參閱: 
   [pdf] Be A Vibrant Club: Your Club Leadership Plan - Asia 
[245-J] 
https://my.rotary.org/en/document/be-vibrant-club-your-club-
leadership-plan-asia-245-j 

附 件：附件一、『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 

       附件二、2017-18 年度『RI 社長獎調查表』  
       附件三、2017~18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流程  
       附件四、2017~18 年度總監公式時間表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7 月 09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09001 號 

速別：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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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受文者 :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檢附「2017-18 RI扶輪獎速檢表」一份，如說明，惠請查照
週知。  

說 明： 
二、 本辦事處.106.7.07.憲總字第1060707003號函，諒敬邀察

及。  

二、原函附件二『RI社長獎調查表』係誤傳文件，應予以作廢，請
改用本函附件表格為禱。  
三、原舊稱「RI社長獎」今年度改名稱為「RI扶輪獎」。 
附 件： 如文。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LIFE 社務主委報告 

◎各位社友現在有幾項節目通知及提早報名人數喔! 

1.7/29(星期六)社頭清水岩登山及黑公雞爐邊活動。  

2.8/5（星期六）上午11點30分將舉行慶祝父親節暨女賓夕活動，

地點在霧峰楓林谷土雞城。 

◎請社友如有參加各友社交接慶典等活動，能自行跟助理秘書報

出席一下，因友社有的沒將出席報給本社無法統計，影響社友補

出席的權力喔! 

◎各位內輪夫人好:本屆內輪籌備會將在7/13(星期四)下午六點

在~異人館咖啡部屋~大里區中興路2段381號召開.請各位夫人撥

空踴躍出席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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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 7／29(星期六)社頭清水岩登山健行活動，時間 08：00 在

德芳南路大元國小側門集合(長疆羊肉爐對面)或 08：30 在

清水岩停車場集合。 

另當天也將舉辦 7 月爐邊，將由 7 月爐主第一組江漢泗、

第二組林諭雍、第三組洪有益共同宴請全體，歡迎社友及

夫人踴躍參與。 

用餐地點在:彰化花壇黑公雞餐廳（花壇鄉聽竹街 50 號，

電話：047-882882）,時間 11:00～11：30 集合。  
 
 

FOOD 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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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辛庚 

社  長：廖至軍        秘    書：張志偉  

副社長：廖珈弘        爐邊主委：黃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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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SU 節目主委報告 

大里扶輪社2017-2018年度例會節目表更新日期:2017.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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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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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銘松 楓林谷 

2017/08/14 
第 1770 例會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議.八月理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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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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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九月理事會 陳增松 社館 

2017/09/18 
第 1775 例會 

 專題演講 陳增松 社館 

2017/09/25 
第 1776 例會 

9/24(日)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爾夫聯誼賽(基隆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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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慶生會.人物專
訪-黃健光

黃銘松 社館 

2017/10/23 
第 1780 例會 

10/20(五) 變更訪日親善行程暨秋遊 黃健光 日本 

2017/10/30 
第 1781 例會 

10/28(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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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聯合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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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3(六) 八社親子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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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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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4(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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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 年度)第卅五屆各委員會組織表 
 

社   長 廖至軍 副社長 廖珈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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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大委員會 

項  目 主 委 項   目 主 委 

社務行政委員會 廖珈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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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運動保健 呂武霖 扶輪基金委員會 江漢泗 

授證慶典 黃銘松 根除小兒麻痺 陳錦章 

諮詢會 黃健光 保羅哈里斯之友 張辛庚 

社員委員會 張家欣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金

洪有益 

職業分類 陳通敏 前受獎人 劉  成 

社員發展 宋喜來 配合獎助金 賴輝梧 

扶輪知識 洪有益 共同基金 廖至軍.宋喜來.張家欣 

S T A R 黃銘松 公共關係委員會 洪有益 

新世代委員會 張志偉 國際姐妹社推薦 陳錦章 

扶少團 李彥錫 扶輪大使獎學金 曾杉源 

青少年交換 張家欣 世界聯誼活動 江漢泗 

RYLA 趙寶祥 家庭懇談 黃英智 

理  事  會 
廖至軍.黃健光.廖珈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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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漢泗 

諮詢委員會:IPP.及所有的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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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獨創印信交接!! 

       我們在八八坑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