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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6 年 8 月 14 日第 35 期第 4卷 

 

※※※第 1770 次例會※※※ 
歡迎!歡迎!蒞臨! 
助理總監 E.C. 
副秘書長 BROKER 
聯誼主委 CASH 
社務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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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社長：張辛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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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漢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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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14 日  第 1770 次 例 會   

KANE 社長時間   

      分區助理總監 E.C.、地區副秘書長 PRINT、分區副

秘書長 BROKER、分區聯誼主委 CASH,直前社長 CYLINDER ,

秘書 HERO, 各位PP,各位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首先歡迎 E.C.助理總監、BROKER 副秘書長、CASH 分

區聯誼主委長官蒞臨，為我們召開社務行政會議，了解本社

的問題及需要那些協助，給予指導及各項服務、計劃、擬定

的建議和參考，做為八月二十一日總監公式訪問行前準備、

感謝！ 

    八月五日中午在楓林谷餐廳慶祝父親節活動，感謝社友

踴躍參加，活動也圓滿結束，就在當日十點先召開八月份理

事會議，理事們全力支持通過地區、分區及本社社區服務提

案。 

    八月十二日的內輪夫人烘焙動手玩學習課程，看到相片

可以感受夫人們樂在參與，洋溢著幸福學習之中，感謝FOOD

夫人這次精心策劃安排。 

    八月一日參加烏日扶輪社總監公式訪問，對於烏日社的

聯誼及各項活動，熱誠的參與及團隊合作精神，令人印象深

刻。期待本社總監公式訪問，能把大里扶輪社優良傳統展現

出來。大里社是團結、和諧、有倫理、有紀律的社團，以謙

卑為懷的心學習前進⋯⋯有您們的支持是Kane最大的後盾及

前進動力，個人在擔任社長職務期間將以盡全力量達成扶輪

人的使命、責任與任務；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祝大家平安

健康喜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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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年 07 月 23 日 

發文字號：憲總字第 1060723001 號 

受 文 者：地區各扶輪社 

各分區助理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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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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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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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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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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7~2018 年度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主委 王麗娟 PP Amy 
 

 

大里扶輪社 2017~2018 年度八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6 年 8 月 5 日（星期六）上午 10：10 
二、 地點:楓林谷餐廳 
三、主席:廖至軍  紀錄：張志偉 
四、出席: 廖至軍、黃健光、張志偉、李彥錫、張家欣、陳通敏、      

黃銘松、黃英智、呂武霖、曾杉源、江漢泗 
五、列席:洪有益 
六、討論提案 
1. 案由:馬祖交接統一捐案。預算 250000 元 

說明: 



5 
 
 

布條修改 120 30 人馬祖行*4900 147000 

執秘團費 13500 社長就任禮品 10000 

7/3 晚餐 4 桌*4000 16000 秘書就任禮品 10000 

總計 196620 元 

總計 196620/41 點=4796 一點 
社長 10 點=47960       秘書 5點=23980 
理事 1.5 點=7194       社友 1點=4796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收此筆統一捐。 
 

2. 案由:本社副社長及社務行政主委人選案。 
說明:目前人選從缺，鑒於總監公訪將近，請理事們推薦徵詢人選。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先徵詢未當過社長之資深社友意向。 

 
3. 案由:2017-18 年度 3462 地區服務活動經費再說明案。 

說明: 
  A.國際義診關懷 
活動時間：2017 年 12 月 14 日至 12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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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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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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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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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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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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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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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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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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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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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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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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地區配合案。 
 

4.案由:2017-18 年度 1-4 分區社區服務活動經費說明案。 
說明: 
A.八社聯合捐血活動詳細相關事宜 

日期：2017 年 11 月 25 日（星期六）從早上 9點至下午 4
點      （PS.大買家站時間 從上午 9點至下午 5點） 
經費預算方案：

        
  B.八社聯合親子聖誕愛心音樂餐費活動案 
    活動時間:預計於聖誕節前夕辦理，現等市政府公文回覆 
      活動地點：台中草悟廣場【暫定】 

○1 結合 3462 區各扶輪社與社會各界資源，共同達成公益服務及
弱勢關懷之目標。 
○2 透過音樂會暨愛心圍爐餐會，與身障者、弱勢家庭分享節慶
的豐盛與祝福。 
○3 提供身心障礙者舞台表演機會，活出生命的自信及快樂。 
○4 歡迎各界以每桌一萬元的認桌方式，由草悟道扶輪社開具捐
贈收據。可採用【認桌不用餐】、【認桌捐贈給弱勢兒童與家庭】、
【認桌自帶用餐人員】三種方式。 

〈A 案〉 

項目 費用 

紅布條修改 200*4 站 $800

場地佈置（鐵架帆布）

1000*4 站 

$4,000

贈品 600 份*$100 

(助理總監負責挑選，

並分送各點。) 

$60,000

總預算合計 $64,800

平均一社分攤 $8,100

〈B 案〉 

項目 費用 

紅布條修改 200*4 站 $800

場地佈置（鐵架帆布）

1000*4 站 

$4,000

贈品 600 份*$200 

(由太平洋社社長處理包

包，並分送各點) 

$120,000

總預算合計 $124,800

平均一社分攤 $1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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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歡迎各界以每張 1000 元認購愛心餐券。 
 ○6 歡迎各界提供禮品、【福袋贈品】。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 A捐血通過採 B方案，B八社親子等有明確計
劃書再討論。 

 
5.案由:本社 2017-18 年度社區服務案。 
說明:   
A.扶輪之子 
*現有扶輪之子的資料，持續舉辦扶輪之子認養活動(針對大里地
區學子) 

*扶輪之子社區服務活動要與家長會長協會互動，增加地方家長認
同。 
 
B.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 
*大里社社友伉儷參與感恩音樂會，社友子弟關懷。 
*社友小額歡喜捐款 
*鼓勵社友企業購感恩音樂會票分送親友、員工 
 
C.大里社常年社區發展項目 
*主辦路跑與周邊人脈互動 
*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三大節走訪療養院、育幼院扶助關心弱勢團體。  

○1 捐助獨居老人年菜活動(預算 20000 元) 
○2 彰化榮民捐米社區服務活動(實際狀況) 
○3 捐贈雲林療養院物資及薩克斯風表演(實際狀況) 
○4 舉辦義賣活動所得捐贈弱勢團體(實際狀況) 
 

  D.愛護地球植樹活動(是否與大里中興社共同舉辦)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 
A 通過今年度重新徵詢人選由 4 所學校中選出 12 位社務支出，
個人認捐另計，捐贈日期一起尋求媒體報導。 
B 通過社裡配合日期確定再公佈。 
C 通過社裡配合，年菜只限大里區。 
D 通過配合大里中興社合辦。 

 
6.案由:8 月 21 日(星期一)第 1771 次例會變更地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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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明:8 月 21 日配合 3462 地區總監 ORTHO 伉儷公式訪問本社，特
將例會變更至福野日式活海鮮(永春店宴會 B 廳)台中市南屯區永
春路 17-8 號)，時間下午 17 點-21 點 30 分，請各主委依時間到達。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7.案由:七月份財務報表審核案。 
  說明:總計 826276-歡喪喜慶 120000-扶輪之子 110962-共同基金

320000=275314 社務結餘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臨時動議: 
黃健光:今年度偏鄉英語教學不續辦須知會大里國光社。 
決議:今年度本社已有其他服務項目，故偏鄉英語將不續辦。 
 

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2017 農純鄉 台中大坑七夕浪漫情人橋星光半程馬拉松 ， 
活動日期 
2017 年 8 月 26 日(星期六) 16:45~21:50 
分組起跑時間： 

項目	 里程	 集結時間	 起跑時間	 限時時間	

橋情山韻星光組	 20.99k	 16:45	 17:50	 4 小時	

橋情山韻歡樂組	 11k	 17:00	 18:05	 2 小時	

浪漫情人漫跑組	 5.20k	 17:30	 18:20	 1 小時	
 
請參加社友及夫人就起跑時間準時集合喔!! 
 
 
 
 
 
 

MATSU 節目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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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廖至軍
秘書：張志偉
節目：陳增松 2017 年 8-10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擔當 
司儀 

附  
記

1771 8/21 一 地區總監 ORTHO 公式
訪問 

時間:下午17：00~21：00 
地點:福野日式料理婚宴會館
(中市南屯區永春路17-8號) 

黃英智 

1772 8/28 一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餐敘暨人物專訪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呂武霖 

1773 9/4 一 專題演講: 
講題: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朱田源 

1774 9/11 一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人物專
訪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陳錦章 

1775 9/18 一 

專題演講:文心社方
嘉綺社友 
講題:用愛點亮生命.
以熱情擁抱人生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張辛庚 

1776 9/24 
-25 

日 
一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賽暨秋遊 

球場:北海球場10:30開球 
晚宴:北都飯店 

江漢泗 
林進重 

1777 10/1 日 
原 2 日變更與后里兄
弟社舉辦中秋烤肉聯
誼 

時間:上午10:00-14:30 
地點:大木塊休閒農場(台中
市潭子區大富路1段104號) 

黃銘松
何森德 

1778 10/9 一 雙十連休休會   

1779 10/16 一 電影欣賞:老師你會
不會回來 

時間:另行通知 
地點:秀泰影城(東區南京路
76號) 

陳增松 

1780 10/20 -25 
五 
三 訪日親善行程  黃健光 

※8月分爐邊:第一組黃銘松、第二組劉振銘.劉  成、第三組朱田源 
※9月分爐邊:第一組陳通敏、第二組宋喜來、第三組陳錦章 
※10月分爐邊:第一組何森德.賴輝梧、第二組呂武霖、第三組趙寶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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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社員發展，人人有責》 
一日之計在於晨，扶輪一年之計在於七月。七月之初，相信各社社

長及職員皆歡喜就職，充滿自信展開「扶輪改善世界」的美好任務，

故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準備充份，好的開始成功一半。地區社

員委員會預祝各社成功，在此提出幾項建議提供參考： 
壹、強化社務體質： 
扶輪社例會是一個社的門面，其節目及流程的品質相對重要，輕鬆

活潑但不失禮貌，重要的是「井然有序」，故演講者的邀請及主題，

必須有方向，司儀必須事前準備，掌握流程。成功的例會必然能吸

引社友及新朋友參加，對於社員出席及招募社友有相當的幫助！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社務健全，社員自來。」成功的例會可以

說是社務健全的重要象徵，才能促進社友出席，產生聯誼，增進服

務的機會。因此，規劃好每次的例會，是扶輪社的第一要務！	
貳、防止社員流失：	
扶輪社的社員委員會的任務就等同企業的人力資源管理，如何留下

可能離職的員工，就像如何防止社員流失，懇請各社社長及社員委

員會主委多加留意社員動態，展開全員拜訪，防止社員流失。	
叁、社員發展及招募：	
已故原 2018‐19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歐烏里曾提出：有許多地

方需要扶輪，而無數潛在社員卻從來沒有被邀請加入扶輪，問題在

於扶輪社員加入了扶輪，卻關上了邀請新社員的大門。一語道出社

員發展的障礙，值得我們省思！	
因此，我們建議各社請託從未推薦朋友入社的社友，邀請他的朋友

入社，我們估計各社至少可以成長 10 位以上的社友。	
肆、提供多種社員種類：	
貴社可以提供寶眷社員資格(family	membership)給想要帶家人出席

的人士，提供資淺社員資格(junior	membership	)給具有領導潛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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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專業人士，或提供企業社員資格(corporate	membership)給雇主

想要有人代表參與扶輪社的人士。每種社員都有不同的社費、出席

及服務期許規定。國際扶輪會將這些人列入貴社的社員人數計算，

如果他們繳交國際扶輪會費，則將其視為現職社員。	
伍、邀請 40 歲以下菁英加入貴社：	
您可以邀請 40 歲以下菁英或扶青團團員加入貴社，同時仍保有扶青

團團員身份。如果貴社選擇這麼做，可以給予這些社員特殊待遇，

例如較寬鬆的出席規定或調降社費，只要扶輪社細則有依照這些改

變加以修正即可。	
陸、成立扶輪衞星社：	
扶輪衛星社旨在讓同社部分社員因為時間、距離等因素得在異時異

地舉行例會，只要有 8 人即可成立，但是仍屬本社的社員。將來人

數增加，只要達 20 人以上，便可獨立自成一社。	
柒、輔導成立新社：	
雖然扶輪社社員委員會的主要工作在促進貴社本身的成長，但也必

須承認貴社可能不見得最適合社區內的每位準社員。準社員有工

作、家庭責任、及不同的興趣領域，往往需要有不同的例會時程選

項。	
如果需求足以支持貴社成立一個新扶輪社，懇請通知地區社員委員

會或新社擴展委員會，貴社可以輔導成立新社，並與之結為夥伴一

起合作。	
若有意願創社的社員或社會熱心公益人士，沒有輔導社亦可創社，

總監及地區社員委員會，將全力協助輔導創社。地帶扶輪協調人、

地區總監及秘書長，將贊助合計 5 萬元的創社基金，請把握！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江瑞啓	 Rtn.	Lexus	(台中文心社)	

資料來源：

https://www.facebook.com/photo.php?fbid=1877488505601295&set=a.219270821423080.6696

1.100000204909942&type=3&the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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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能扶輪社規劃指南 

『有效扶輪社計劃指南』是協助扶輪社評估該社現況，訂定來年目標的工具。它
的根據是扶輪社領導計畫。請注意每個部份之下所列舉的策略乃反映出一般扶輪
社為達成目標可能都會選擇的方法。鼓勵扶輪社在時機適當時研擬其他替代策略
來達成其目標。社長當選人應與其扶輪社合作填寫這份表格，並在 7月 1日之前
送交一份給助理總監。 
 
微軟word版之『有效扶輪社計劃指南』可在www.rotary.org.tw下載。 
扶輪社名稱： 大里扶輪社         任職扶輪年度     2017-2018               
社長姓名：    廖至軍                                                    
地址：  台中市大里區國光路 2 段 500 號 6F-3                                  
電話：    (04)24812513           傳真：   (04)24812524         
電子郵件：   taliclub@ms74.hinet.net                                
 
社員 
目前社員人數：  24     寶眷社友:7人   
截至上個扶輪年度 6月 30 日止之社員人數： 25    五年前的 6月 30日：  21     
男性社員人數：     24         女性社員人數：      0     
社員平均年齡：    60.6              扶輪前受獎人人數：   14       
本社追蹤到的前受獎人或計畫參加者人數：   5   人     
社齡 1-3 年的社員人數：  5   3-5 年：  3   5-10 年：  5   11-20 年:  3   
21-30 年：   7      31-45 年：    1     
最近 2年內曾推薦一位新社員入社的社員人數：   2    
本社社員能反映社區哪些方面的多樣性，請勾選： 
 ■專業  ■年齡     □ 性別      □ 種族 

本社最近的職業分類調查日期為  2017.07.01      ，總計包含   22   種
職業分類，尚有  20    種職業分類未補足。 

請描述本社目前的新社員訓練計畫： 
提供如 STAR 會議、建立褓母制度，請資深社友擔認指導員，加強扶輪宗旨、
扶輪精神、四大考驗與超我服務之講解，扶輪的架構、歷史、理想及扶輪服
務計畫…等資料給新入社之社友，使其瞭解扶輪社員之權利與義務。 

請描述本社對新社員及目前社員的持續教育計畫： 
定期提供扶輪資訊，於每期社刊中刊出介紹，讓社友、社友夫人及小扶輪閱
讀，讓其更能瞭解扶輪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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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過去24個月曾輔導新的扶輪社。  □是    ■否 

社員們參加多少種扶輪聯誼會及扶輪社員行動團體： 
例會、女賓夕、扶輪家庭日聯誼、社長秘書聯席會、與分區各友社聯誼 

 

本社有那些因素可以吸引新社員？ 
1.例會節目（專題演講）內容生動、多元化且兼顧扶輪家庭成員皆可參加

之聯誼活動。 

2. 職業參觀、社區服務、慈善公益活動。 

3.社友招募依職業分類為重要考量，歡迎各行各業之菁英加入本社，並相
同職業可有 5 位名額，不限定年齡、性別及國籍。 

 

本社吸引新社員有哪些障礙？ 
1.費用較高 
2.聯誼活動不豐富。    
3.公益、慈善活動不熱恪。 
4.例會及活動過於頻繁。 
5.同質社員多。 
6.沒有 RYE 活動社區互動少, 缺少家長誘因. 
 
未來狀況 

下個扶輪年度的社員目標：社員    30   人，   2018   年 6 月 30 日前達
成 

本社已經在社區內找到以下可能成為社員的來源： 
 
本社計畫使用哪些策略來達成社員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擬定一項留住社員計畫，重點在於以參與有趣的節目、服務計畫、持續

的教育與聯誼活動來維持社員的高度熱忱。 

■  確定社員委員會瞭解有效之吸收社員技巧。 

■  擬定一項招募社員計畫，以使本社反映社區的多樣性。 

■  向可能成為社員的人士解釋對於社員的期望。 

■  執行一項新社員訓練計畫。 

■  為潛在社員編印一份提供關於扶輪一般資訊與本社資訊的摺頁。 

■  指派一名經驗豐富的扶輪社員擔任新社員的導師。 

■  表彰輔導新社員的扶輪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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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勵社員參加扶輪聯誼會或扶輪社員行動團體。 

□  參與『國際扶輪社員發展獎』計畫。 

□  輔導一個新社 

□  其他（請註明）： 

行動步驟： 

1. 鼓勵每位社友至少推薦一位新社友入社。 

2. 透過家庭懇談會的方式，凝聚共識，提高社友對社的向心力，可減少社友

之流失。 

3. 安排新社友參與例會活動的策劃，增加新社友之參與感。 

4. 定期安排新社友扶輪訓練，以提高新社友的扶輪知識。 

 
 
服務計畫 
現況 
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人數：接待人數  0    贊助人數   0      
輔導過的      扶輪少年服務團團數：    0   扶輪青年服務團團數：  0     

扶輪社區服務團團數：    0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YLA）活動數目： 2     
扶輪友誼交換數目：   0              
本社現有其他服務計畫數目：  17     

1. 分區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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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舉辦扶輪之子認養活動 

8. 認捐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 

9. 主辦路跑與周邊人脈互動 

10. 參與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11. 緬甸國際義診 

12. 配合 VTT 職業訓練團費用 

13. 原民關懷大未來活動 

14. 參與扶輪愛跑活動 

15. 愛護地球植樹活動 

16. 扶輪新世代聯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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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宣導藥物濫用防治講座活動 

 
未來狀況 
本社已經為下個扶輪年度訂定下列服務目標： 

為我們的社區： 

1.與台中市第 1-4 分區聯合舉辦大型捐血活動. 

2.關懷弱勢團體、發動急難救助與大里區各社團合作舉辦公益活動。 

3.關心基礎教育、鼓勵積極的人生觀。 

4.與大里區社區健康營造中心配合各項活動。 

5.配合地區各項活動。 

 
為其他國家的社區 
1.參與國際義診。 

 
本社計畫使用哪些策略來達成社員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確保服務計畫委員會知道如何規劃及執行一個服務計畫。 

■ 辦理社區需求評做以找出可能的計畫。 

■ 檢討本社目前的服務計畫，以確定它們能滿足需求且能引起社員的興趣。 

■ 找出本社想要透過服務目標解決的社區問題。 

■ 評估本社的募款活動，以判定它們是否能滿足服務計畫的經費需求。 

■ 讓所有社員參與本社的服務計畫。 

■ 表彰參與並領導本社服務計畫的社員。 

■ 找出合作辦理國際服務計畫的夥伴社。 

■ 參與： 

□ 扶輪少年服務團  □ 扶輪友誼交換   

□ 扶輪青年服務團  ■ 扶輪青少年交換 

□ 扶輪社區服務團  ■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RYLA)  
□ 利用扶輪基金會的獎助金支持本社一項計畫。 

□ 在 www.rotary.org 登計一個需要經費、物資、或義工的計畫。 

□ 其他（請說明）： 

行動步驟： 
 
 
扶輪基金會 
現況(適用 2012-13 年度非試辦扶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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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頒獎助金之個數： 
地區簡化簡助金：    0    配合獎助金：    0    

大使獎學金學生人數： 提名    選出    接待     
團體研究交換團員人數：  提名    選出    接待   1   
扶輪和平獎學金學生人數：提名    選出    接待      
本年度對根除小兒麻痹等疾病活動之捐獻：            
本年度對年度計畫基金的捐獻：   2000 美元           
本年度對永久基金的捐獻：           
社員捐獻表彰人數： 

保羅．哈理斯之友：     2     捐助者：          巨金捐獻人：         
扶輪基金會贊助會員：          遺贈協會會員：           

 

現 況(適用 2012-13 年度試辦扶輪社) 

扶輪社合格狀態：□ 合格  □ 審查中  □ 未完成 
 
本社目前參與的地區獎助金活動： 
 
本社目前參與的全球獎助金活動： 
 
本社去年針對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所舉辦的教育、推廣及募款計畫： 
 
扶輪和平獎學金學生人數： 

去年提名人：＿0＿＿ 
去年保管委員會選出人數：＿0＿＿ 

去年捐獻給年度基金金額：   3874.5 美元            
本社追蹤到的扶輪基金會前受獎人人數：     5  人   
社員捐獻表彰人數： 

扶輪基金會贊助會員：＿＿33＿     阿奇．柯藍夫會會員：＿＿＿ 
保羅．哈理斯之友：    3         永久基金捐助者：          
保羅．哈理斯會會員：           遺贈會會員：          

巨金捐獻人：             
 
未來狀況(適用 2013-14 年度所有扶輪社) 
本社將合格日期： 

本社下一扶輪年度的扶輪基金會目標：  認捐保羅哈里斯美金 2000 元 . 中華扶

輪教育獎學金 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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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年度基金捐獻目標：              

本社永久基金捐獻目標：＿＿＿＿＿＿＿  

本社根除小兒痲痺募款的目標：_________ 

地區獎助金：                

   

本社將處理以下扶輪基金會的焦點領域： 

    □ 和平及預防/解決衝突          □母親及兒童健康 

    □ 疾病預防及治療               □ 基礎教育及識字 

    □ 水資源及衛生                 □ 經濟及社區發展 

 

全球獎助金： 

 

本社去年針對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所舉辦的教育、推廣、及募款計畫： 

 

扶輪和平獎學金數目： 
    提名：          

獲保管委員會選出：       
 
本社計畫使用以下哪些策略以達成扶輪基金會目標？（請在適當項目打勾） 

■確定本社的扶輪基金委員會了解扶輪基金會各項獎助金及計畫並承諾促

進對於扶輪基金會的財務支持。 

■協助社員瞭解基金會捐獻與扶輪基金會計畫的關係。 

■每季規劃一個關於扶輪基金會的扶輪社節目，尤其在 11 月扶輪基金月。 

■在每次例會節目包括一個有關扶輪基金會簡短的故事。 

■安排演講讓社員瞭解扶輪基金金計畫。 

■確定扶輪社的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出席地區扶輪基金研討會。 

■利用扶輪基金會的獎助金支持本社的國際計畫。 

■表彰捐獻財務給扶輪基金會及參與扶輪基金各項計畫社員。 

 

行動步驟： 

本社的年度計畫基金捐獻目標為  中華扶輪教育獎學金 8 萬 、認捐保羅哈里

斯美金 2000 元      

認捐 12 位扶輪之子。 
共同基金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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領導人培養                                              

現況 
出席下列會議的扶輪社領導人的人數 
地區講習會：        10            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   2     
地區社員研習會：      3          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2     
地區年會：     26      
參與地區級活動的扶輪社社員人數：     3        
本扶輪年度助理總監訪問次數：      2         

未來狀況 
本社在下一扶輪年度培養扶輪領導人的目標： 
 
本社計畫使用以下哪些策略以達成扶輪基金會目標？（請在適當項目打勾） 

■ 請社長當選人出席扶輪社社長當選人訓練會及地區講習會。 

■ 請所有委員會主委出席地區講習會。 

■ 鼓勵前社長出席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 指派一名扶輪社訓練師來培養社員的知識及技能。 

■ 辦理一項領導人培養計畫。 

■ 運用本社助理總監的專業知識。 

■ 鼓勵新社員透過參與本社各委員會，擔任領導的職務。 

■ 請本社社員訪問其他扶輪社以交換意見，然後與本社社友分享所獲得的

知識。 

□ 其他(請說明) 

行動步驟： 

由社長當選人擔任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增加對社務運作更深入了解。 

 

 

公共關係 

現狀 
列出媒體所報導扶輪社活動及媒體的類型（電視、廣播電台、印刷、網際網
路等） 
電視及報紙常有扶輪社捐血及急難救助、淨山、捐贈華山.創世基金會獨居老人

年菜。 
 
未來狀況 
本社在下個扶輪年度的公共關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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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社社區服務活動公佈在社群網路：http://www.taliclub.com.tw 
 
本社計劃使用哪些策略以達成公共關係目標？（在適當項目打勾） 
■ 確定公共關係委員會已受過如何辦理多媒體宣傳活動的訓練。 
■ 為所有服務計畫規劃好公共關係工作。 

■ 辦理一個以事業及專業人士為對象，說明何謂扶輪及扶輪做些什麼的大眾

宣傳計畫。 

■ 安排公益廣告在當地電視頻道、當地廣播電台播出、或在當地報紙或雜誌
刊登 
□ 其他（請說明）： 
行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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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社行政管理 

現況 
本社目前在扶輪社領導計畫下運作嗎? ■是  □否 
本社理事會多久開會一次及何時開會？  每月 1 次/每月 10 日前召開              
本社社務行政會議何時舉行？   總監公式訪問前二週/ 第一次例會時舉行          
貴社預算如何編製？   依歷年之年度活動及各項計劃預算編製                    
預算是否經過合格會計師之獨立審查？   ■是     □否 
本社是否已訂定策略計畫？     ■是     □否 
本社是否已擬定一套制度以確保理事會、各委員會等的領導延續性？  □是  
□否 
本社是否已擬定一套制度以使所有社員參與？    ■是     □否 
本社是否使用 www.rotary.org 的 Member Access 來更新社員名單？■是     

□否 
本社社刊多久出版一次？   每週例會                                 
本社每週例會節目如何籌劃：委請節目主委事先安排規劃 1.社友職業分享 2.

講師專題演講 3.扶輪家庭聯誼 4. 社友時間：扶輪知識、感動、社務討論。            
本社是否有自己的網站？  ■是     □否 如果是，該網站多久更新一次？
不定時＿＿http://www.taliclub.com.tw＿ 
本社是否遵照扶輪行事曆舉辦特別月？■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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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多久舉辦一次聯誼活動？  每月舉辦二次               
本社如何使扶輪社員的家人參與？1.例會演講2.內輪會3.家庭懇談會4.春遊.

秋遊.新春團拜.登山.路跑.慶祝父親節.母親節.中秋節等活動     

   
未來狀況 

本社如何達成本社的的行政管理任務？（在適當項目打勾） 
■ 已安排定期的理事會會議日期。 
■ 本社將在以下日期檢討扶輪社領導計畫：  2017.08.14          
■ 本社的策略及通訊計畫獎在下列日期更新： 12 月 1 日及 7月 1 日        

■ 已經安排  4   次社務行政會議，日期如下： 7/17.8/14.4/16.6/04          

■ 本社已採用最新版的建議扶輪社細則，或已修改本社細則。 

■ 本社選舉將於  2017.12.25        舉行。  

■ 本社至少將派遣    24     名代表出席地區年會。  
■ 本社將為社員製作社刊。 

■ 本社網站每年將更新   20    次。  
■ 已擬定一項計畫以確保每週例會節目有趣味且切題。 

■ 每月出席數字將在次月的   5   之前報告地區領導人。  
■ 本社將利用 Member Access 每年 6月 1 日及 12 月 1 日之前維持本社記錄，

以確保半年報告的精確性。 

■ 社員更動將在   30   內向國際扶輪報告。  
■ 應向國際扶輪提出的報告，包括半年報告，將如期完成。 
■ 本年度已為所有扶輪社社員規劃下列聯誼活動： 

1.例會活動。 

2.父親節活動。 

3.中秋節活動。 

4.家庭懇談會。 

5.女賓夕活動。 

6.與兄弟社高爾夫聯誼活動。 

7.路跑登山健行活動。 

   8.薩克斯風練習。 
 
□ 其他（請說明）： 
 
行動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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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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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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例會中、生活中灌輸扶輪知識、精神。 
5. 收集扶輪知識資料及刊物以提供閱讀。 
6. 邀請扶輪知識推廣中心人員作扶輪知識講解。 
 
＿＿＿＿＿＿＿＿＿＿＿＿＿＿＿＿＿＿＿＿＿＿＿＿＿＿＿＿＿＿＿＿＿
＿＿＿ 
本社希望從助理總監或地區總監獲得以下協助： 
例會之講師 

 

在總監或助理總監訪問本社時，本社想和他討論下列議題： 

1. 招募新社友 

2. 聯誼活動的指導員 

3. 如何提高出席率 

4. 總監在扶輪的各方面意義傳授。 
 

 

 

 

 

 

 

 

 

 

 

 

 

                                                                   

扶輪社社長簽名       扶輪年度      助理總監簽名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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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    扶輪社   2017-18         扶輪年度目標摘要 

                                      

請對貴社所找出的下個扶輪年度的每項目標，指出它是針對四大服務哪個服務途逕。為了

保證服務工作的均衡，針對每個服務途徑，你應該至少有一項目標。大多數目標將針對多

個服務途徑。 

 

 社
務

服
務 

職
業

服
務 

社
區

服
務 

國
際

服
務 

新
世

代
服

務

社員目標 

    2018    年6月30日之前社員人數 30

 

□ ■ □ □ ■ 

服務目標 

為我們當地社區： 

為我們當地社區： 

1. 分區捐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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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舉辦扶輪之子認養活動 

8. 認捐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 

9. 主辦路跑與周邊人脈互動 

10. 參與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11. 配合 VTT 職業訓練團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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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其他國家的社區：配合地區參與國際社

區服務如義診等。 

緬甸國際義診 

配合 VTT 職業訓練團費用。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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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基金會目標 

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畫捐獻目標        

年度基金捐獻目標   2,000 美元  中華扶

輪教育獎學金 8萬         

永久基金捐獻目標                     

本社將參與下列扶輪基金會計畫： 

 

□ 

□ 

□ 

□ 

□ 

□ 

□ 

□ 

□ 

■ 

□ 

■ 

□ 

■ 

□ 

□ 

□ 

■ 

□ 

■ 

領導人培養之目標 

當每位社友接任社長職時都能全力以赴，享

受扶輪分享扶輪。 

 

■ ■ ■ ■ ■ 

公共關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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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扶輪社行政管理目標 

1.秉持理事會之方針。使社內活潑推動各委
員自主的服務。 

2.在例會中為社友宣揚扶輪知識及服務精
神。 

3.以扶輪社服務宗旨精神對外宣揚及推廣。

4.對扶輪社認真參與社務並提昇對外服務
機會。 
5.參加社區活動中介紹扶輪社給社區民眾

認識加入，提昇扶輪的公共形象。 

■ ■ ■ ■ ■ 

其他目標 

1.鼓勵社友盡量參加姐妹社例會或慶典。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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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其他目標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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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財務報告 

 

P.S 社費繳費明細如上．請社友們準時繳交.以便社務運作順利請匯款至土地銀行大

里分行  戶名:臺中市大里扶輪社 帳號:150001001479 

 

 

 

 

 

 

編號 會計科目  
  

社友姓名 
常年社費 
收入(7-12)

@3500 

R.I會費
全年 

地區基金 
全年 

台北 
世界年會 

 
共同基金

婚喪喜慶
代收款

交接 
統一捐

歡喜 
收入 

總計 
應收 

 
已收 

 
未收 

1 洪有益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2 劉振銘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1000 35,196 1,000 34,196
3 宋喜來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4 何森德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5 賴輝梧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6 江漢泗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4796 35,996  35,996
7 林進重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4796 35,996  35,996
8 張家欣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7194 38,394  38,394
9 陳增松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10 黃銘松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7194 36,594 50,000 -13,406
11 陳通敏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7194 36,594  36,594
12 李彥錫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7194 38,394  38,394
13 劉 成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14 張辛庚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15 陳錦章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16 廖至軍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0 5000 47960 1000 130,160 68,566 61,594
17 朱田源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18 黃健光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7194 38,394 13,592 24,802
19 呂武霖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7194 36,594  36,594
20 黃英智 21,000 3,600 600 1000  5000 7194 38,394  38,394
21 林諭雍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6,080 28,116
22 張志偉 21,000 1,800 600 1000 20000 5000 23980 73,380 26,000 47,380
23 曾杉源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7194 36,594 29,400 7,194
24 趙寶祥 21,000 1,800 600 1000  5000 4796 34,196  34,196

 總計 504,000 55,800 14,400 24,000 70,000 120,000 196,636 2,000 986,836 194,638 792,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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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月慶生會!! 

       社頭清水岩登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