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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9 月 3 日第 36 期第 4卷 

 

※※※第 1825 次例會※※※ 

歡迎!蒞臨!社務行政會議 
助理總監 Aladdin 
副秘書長 Cooling 

 

 

 

 

 

 

 

 

 

 

 

 

 

 

   社  長：曾杉源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張志偉    節 目 主委：江漢泗 

  副社長：張志偉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何森德    出 席 主委：黃銘松 

  秘  書：黃英智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廖至軍    聯 誼 主委：陳通敏 

  財  務：李彥錫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江漢泗    社 刊 主委：洪有益 

  糾  察：黃健光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陳錦章    高爾夫主委：賴輝梧 

2018-2019 年度理事~~曾杉源.廖至軍.

宋喜來.張家欣.黃銘松.李彥錫.陳錦章.

黃健光.黃英智.張志偉.趙寶祥. 

社訓練師:林進重  RCC 主委:洪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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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8 年 9 月 3 日  第 1825 次 例 會   

CPA 社長時間   

    分區助理總監Aladdin、副秘書長Cooling、IPP-Kane、
副社長Hero、見習社友張信賢Sam、台中中一社鄭秀花
Flora，各位PP、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晩的社務行政會議是9/10總監公訪的前導會議，有勞
Aladdin助理總監前來指導，了解本社的問題及需要哪些協
助，給予指導及各項服務、計劃、擬定的建議和參考，非常
感謝分區長官的蒞臨! 

    8/18我們變更參加七夕情人橋路跑，雖然當天從頭到尾
下著雨，一度還是傾盆大雨，但是澆不熄大家為愛而動的信
念，昨天才聽台中馬拉松社社友說，10/28  3461地區花博
暨反毒路跑，整個3462地區只報名57位，其中33位是我們
社，而且我們還是第一個報名的團體，我們非常希望3461地
區能發一個榮譽獎給本社，讓我們為自己鼓勵鼓勵!!! 

    期待本社9月10日總監公式訪問，能夠把大里扶輪社優
良傳統精神展現出來，給總監團隊知道咱們社雖然社友不
多，但是個團結、和諧、有倫理、有紀律的社團。報著謙卑
為懷的心~學習再學習。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FOOD 秘書報告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2019 年度 台中 1-4 分區 
臨時社長、秘書聯席會議 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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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間：2018 年 8 月 26 日(星期日)  
二、地點：大莊園婚宴會館(台中市西屯區文心路二段 636 -2 號) 
三、出席：應到(23)人; 實到( 15 )人; 缺席( 8 )人;     
四、主席：分區助理總監袁丁民 Aladdin 
五、司儀：分區副秘書長詹修政 Cooling 
六、主席報告：(略) 
七、提案討論： 
1. 案由：討論 12/8 親子聯誼活動事宜。  

說明：各社負責工作分配，策畫布置組、活動節目組、交通接待組、
聯誼禮品組、餐飲組 

   提案人：助理總監 Aladdin  
   決  議： 

日期：2018 年 12 月 8 日 
時間：09:00-15:30 
地點：沙連墩戶外冒險學校 
各社負責組別及內容如下： 
組別 負責社別 負責內容 

策畫布置組 草悟道社 
中一社 

1. 活動整體規劃 
2. 場地配置 

活動節目組 大里國光社 
大里中興社 

1. 團體活動規劃執行 
2. 舞台活動規劃執行 

交通接待組 霧峰社 
烏日社 

1. 沿途交通指引 
2. 停車安排指引 
3. 場地動線規劃 

聯誼禮品組 太平洋社 
夢想家社 

1. 報到處規劃 
2. 活動禮品準備 

餐飲清潔組 大里社 
太平社 

1. 餐飲、茶水負責 
2. 環境清潔維持 

   其他： 
 場地有室內場地，不需擔心雨備 
 希望下次社秘開會前(10/12)，各社社長秘書可先至現

場確認場地活動範圍 
 

2. 案由：2019.03.17 地區年會，各社想要參加表演節目的請提出。  
   提案人：助理總監 Aladdin  
   決  議： 地區年會表演時間 1-4 分區及南投分區共有 15 分鐘，與

南投分區對半後，本分區時間約為 7 分鐘。 
 各社社長詢問社內是否能提供年會表演節目，並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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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統一整理成一段完整表演節目。 
 
3. 案由：因為地區沒有要舉辦 Star 會議。分區是否要另行舉辦?  
   說明：跟地區總監辦公室確認時得知沒有舉辦。    
   提案人：助理總監 Aladdin  
   決  議： 本分區的 STAR 會議將於 12/8(六)早上舉行，預計邀請 

DGE MACLIN 主講 
            9/27(四)大里國光社將舉辦 STAR 會議，主講者為 PP 

NET。也歡迎各社社長邀請新社友一同前往聆聽。 
 
4. 案由：11/2 迎賓 3520 地區環島自行車隊，分區是否要贈送禮品?  
   提案人：助理總監 Aladdin  
   決  議：11/2 迎賓規劃 

時間 內容 地點 參與人員 

14:15 陪騎者集合 烏溪橋頭 
各社陪騎人員 
(約 30-35 位) 

14:30 3520 車隊到達 烏溪橋頭 3520 環島社友 (約 100 位)
14:40 移動至省議會   

15:00 迎賓儀式 省議會 
1-4 分區各社社長、秘書 
各社陪騎人員 
3520 環島社友 

15:30 離開省議會   
            迎接大鼓隊由大里國光社贊助 

 省議會場地租借由大里國光社負責 
       補給品(水、餅乾、運動飲料…等)實報實銷，由大里國光

社準備設置 (烏溪橋頭及省議會廣場皆要)由大里國光
社負責 

 硬體設備 (桌子、椅子…等)由霧峰社負責 
 

5. 案由：10/12 1-4 分區第二次社秘聯席會，請主辦社公布時間、地點。  
   提案人：助理總監 Aladdin  
   決  議：第二次社秘聯席會 
       日期：10/12(五) 
     時間：16:30 報到聯誼、17:00 準時開會 
     地點：菊園永隆店 
     主辦社：太平社、烏日社、太平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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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請家中小扶輪(含孫)今年考上高中.職、大學、研究所等，
將名單遞給執行秘書，於中秋慶祝會中社長將頒發金榜題
名! 
目前已報金榜題名的有: 

A-KI 小扶孫洪楷昕~省立台中一中 

A-KI 小扶孫洪楷昀~省立台中一中 

A-KI 小扶孫洪楷柔~文華高中 

MANPOWER 小扶輪張凌維~樹德科大流行設計系 

MANPOWER 小扶輪張重山~明道中學資訊科 

 

CYLINDER 后里兄弟社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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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上半年度-大里、后里兄弟社聯誼趣味模式： 
1.建立年復一年的聯誼模式，鼓勵社友、夫人參加。 
2.不要只是餐會聯誼，增加社友、夫人相處機會、時間來互
相認識彼此。。 
3.增加有交集的活動，高爾夫球趣味賽、一起共同活動-登
山、健行、路跑、釣魚、打麻將、社區服務、職業參觀..... 
 
/////////////////////////////////////////////////// 
2018-19 年度大里、后里兄弟社上半年度聯誼： 
＊ 中秋節聯誼：后里社主辦— 
＊ 日期:9/15 日 (星期六) 
＊ 地點:小田田民宿（鼓勵社友、夫人參加： 
 
(ㄧ)擊球組（經費-10000 元） 
豐原球場.08:00 報到，安排配組（由后里社高爾主委分配），
開球 08:20 
採新新貝利亞制記分排名 
賣店餐費:100 元 x 20 人=2000 元 
礦泉水:600 元 
 
大里、后里兄弟社高爾夫球聯誼個人獎項如下： 
*總桿冠軍：1000 元 
*淨桿冠軍：1000 元 
*淨桿亞軍：800 元 
*淨桿季軍：700 元 
*淨桿殿軍：600 元 
*第五名：500 元 
*第六-十名：200 元（5人） 
*BB 獎：200 元 
*遠桿獎：200 元 x2 洞 
*二近洞獎：200 元 x2 洞 
*近洞獎：200 元 x4 洞 
----------------------------- 
大里、后里兄弟社高爾夫球聯誼團體趣味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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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兩隊各自取第-1、2、3、5、7 名桿數加總，總桿數少那
隊為冠軍另一隊為亞軍 
＊ 團體冠軍獎項: 獎杯一座 (連贏三次即歸該隊擁有) 
＊ 團體亞軍獎項: 美酒一缸 (全社分享) 
 
(二)旅遊組（趣味抽獎經費-10000 元）登山、健行、半日
遊…… 
＊地點:后里外埔樹生休閒酒莊 
＊時間-14:00 抵達 
＊趣味抽獎-500 元 x 20 人=10000 元(請事先報名以便製作
抽獎簽單-擊球組員不可以重覆報名) 
 
(三) 大里、后里兄弟中秋節聯誼：(司儀:EYE OP-
主,CYLINDER-輔) 
＊ 地點:小田田民宿(：釣魚、泡腳溫泉魚、餐敘……..) 
＊ 時間-16:30 
＊ 擊球組: 頒個人獎項、團體趣味獎項(高爾夫球主委
FIRE/MACHINE) 
＊ 旅遊組趣味抽獎 20 名(兩社社長各抽 10 名) 
＊ 其他歡樂活動 
 

MANPOWER 基隆東南兄弟社主委報告 

★9/29-9/30(六-日)與基隆東南兄弟社球敘暨秋遊活動行
程： 
（一）9/29早上10:30在大武崙的情人湖集合後就分道揚鑣- 
1.打球組往北海球場出發（11:30_17:30） 
2.旅遊組往情人湖踏青去（11:00_12:00） 
午餐在海龍珠（12:00_13:30） 
吃飽去和平島公園踏浪（14:30_16:00）16:00 回富信休息 
晚餐基隆港海產樓餐廳（18:00_20:00） 
夜宿台北富信大飯店結束一天行程。 
（二）9/30 早上 08:30 出發往烏來坐台車至瀑布賞景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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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街午餐後走內洞前步道 14:00 回到烏來泡溫泉至 15:30 然
後回基隆 17:00 搭船遊基隆港完 18:00 參加婚宴。 
★台北富信大飯店 2人房 3200 元 
 

TRADE 節目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曾杉源
秘書：黃英智
節目：江漢泗 2018 年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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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6 9/10 一 地區總監 Today 公式
訪問 

時間:下午16:00-21:00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中市東
區旱溪東路一段456號) 

宋喜來 

1827 9/15 六 與后里兄弟社舉辦中
秋聯誼暨職業參觀 

時間:上午8:00-20:30 
地點:小田田(台中市后里區
三月路3-1號) 

黃健光 

1828 9/24 一 中秋節休會   

1829 9/29 
-30 

六 
日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賽暨秋遊 

球場:北海球場 
出發時間:另行公佈 

賴輝梧 
張家欣 

1830 10/8 一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
餐 敘 暨 慶 生 、
ARC.JORDAN職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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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森德 

1831 10/15 一 
慶祝重陽節女賓夕暨
內輪活動李白酒坊品
酒會 

時間:下午18:30-21:00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中市東
區旱溪東路一段456號) 

陳通敏 

1832 10/22 一 

專題演講:楊沛峰博
士(台中西南社社友)
講題:你所不知的高
爾夫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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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輝梧 

1833 10/28 日 3164 地區花博暨反毒
音樂路跑 

集合時間:08:00集結 
地點:景賢路段浪漫情人橋，
本社帳篷 

呂武霖 

※9月分爐邊:第一組何森德、第二組廖至軍、第三組陳增松 
※10月分爐邊:第一組宋喜來、第二組江漢泗、第三組黃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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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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社長姓名：   曾杉源 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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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址：                            
 
社員主委 何森德 PAINT 
目前社員人數：    26       
截至上個扶輪年度 6 月 30 日止之社員人數：   23    五年前的 6 月 30 日：   
20    
男性社員人數：    26          女性社員人數：      0     
社員平均年齡：     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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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3-5 年：2人   5-10 年：8 人  11-20 年: 2
人    
21-30 年： 7 人        31-45 年：  2 人       
最近 2年內曾推薦一位新社員入社的社員人數：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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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8.01   ，總計包含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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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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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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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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介紹新社員、除了社獎金$10000，社長及副社長贈送紀念品。期待快加

速新血輪的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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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及活動過於頻繁。 
4.同質社員多。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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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人，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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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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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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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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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計畫主委 廖至軍 KA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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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1. 分區捐血活動 

2. 分區社會關懷絆絆攝影比賽活動 

3. 捐助華山基金會獨居老人年菜活動 

4. 配合衡山基金會認助身心障礙弱勢家屋修繕社區服務活動 

5. 捐贈雲林療養院物資及薩克斯風表演 

6. 贊助希望家園中秋晚會活動 

7. 希望家園溫馨聖誕禮物交換同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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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參與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11. 主辦 2018 攜手送愛到泰北美斯樂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另有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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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扶輪參與志工服務) 

12. 主辦 2018 國際扶輪緬甸愛心關懷義診 

13. 配合登山活動暨淨山活動 

14. 參與扶輪愛跑活動 

15. 預計規劃越南職業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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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攜手送愛到泰北美斯樂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 

2. 參與 2018 國際扶輪緬甸愛心關懷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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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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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基金會主委 江漢泗 TRADE 
現況(適用 2012-13 年度非試辦扶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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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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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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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年保管委員會選出人數：＿＿＿ 

去年捐獻給年度基金金額：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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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奇．柯藍夫會會員：＿＿＿ 
保羅．哈理斯之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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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元 . 中華扶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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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獎學金全社統一捐款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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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統一捐款 、認捐

保羅哈里斯美金 1000 元      

本年度中華扶輪教育獎學金將推薦一位碩士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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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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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年會：   24        
參與地區級活動的扶輪社社員人數：  1           
本扶輪年度助理總監訪問次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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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形象主委 陳錦章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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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助衡山基金會認助身心障礙弱勢家屋修繕服務公益演唱會海報~中興大學惠蓀

堂 
大里社社區服務活動公佈在社群網路：http://www.taliclub.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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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來狀況 
本社在下個扶輪年度的公共關係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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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社行政管理主委  張志偉 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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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公式訪問前一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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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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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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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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09.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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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9/3.12/3.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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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2.24        舉行。  

■ 本社至少將派遣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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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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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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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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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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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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年6月30日之前社員人數 28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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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區社會關懷絆絆攝影比賽活動 

3. 捐助華山基金會獨居老人年菜活動 

4. 配合衡山基金會認助身心障礙弱勢

家屋修繕社區服務活動 

5. 捐贈雲林療養院物資及薩克斯風表

演 

6. 贊助希望家園中秋晚會活動 

7. 希望家園溫馨聖誕禮物交換同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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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參與社區反毒.清潔.消毒 

11. 主辦 2018 攜手送愛到泰北美斯樂孤

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另有 2 位小扶

輪參與志工服務) 

12. 主辦 2018 國際扶輪緬甸愛心關懷義

診 

13. 配合登山活動暨淨山活動 

14. 參與扶輪愛跑活動 

 

為其他國家的社區：配合地區參與國際社

區服務如義診等。 

1.參與 2018 攜手送愛到泰北美斯樂孤軍後

裔教育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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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參與 2018 國際扶輪緬甸愛心關懷義診 

3.預計規劃越南職業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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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美元 、 中華

扶輪教育獎學金全社統一捐款、中華扶輪教

育獎學金將推薦一位碩士受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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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年度將組團訪問日本富士吉田西姊妹社

慶締盟 30 週年慶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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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I 聯誼主委報告 

 ★恭喜!!狂賀!! 何昱興 HOUSE 社友登記參選台中市南區崇
倫里里長 !!希望 HOUSE 高票當選里長，讓我們有個里長社
友，請社友們多多為他加油!!凍蒜!! 凍蒜!! 
 

KANE 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9月21日(星期
五)17:00-20:00
社區服務希望家
園中秋烤肉會，希
望社友夫人能撥
出時間出席，烤肉
給這些身心障礙
學童享用，感受中
秋歡樂團圓氣氛。 
 
 
 
 

PRINT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扶輪知識 (23) 扶輪的倫理 

3520 地區扶輪知識副主委 
台北松山扶輪社前社長 高永吉 PP Spencer 提供 

地區訓練師 PDG Tommy 校訂發佈 

一、扶輪的倫理是建立在「友誼」即(1)親切 (2)友善 (3)無心機 (4)無利

害關係 (5)誠懇 (6)猶如兒童時兩小無猜玩伴的「友誼」(7)交朋友之目的

是為朋友服務 (扶輪宗旨第一條) 。 
 
二、扶輪的倫理，建立在「無分別心」。扶輪的友誼，沒有分別心，不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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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大小、財富多小、不分資深資淺、不分有擔任過扶輪職務或無擔任

過扶輪職務、不分舊社員新社員、年長年小，不分在社會上階級，地位

之高低，都要一樣看待(同等)，亦即對每一位社員都要親切、友善。只要

進入扶輪世界，就不能有分別心，沒有大小之分，嚴禁使用任何頭銜如

董事長或尊稱如院長、總裁..等，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扶輪友誼。 
 
三、扶輪的倫理，奉行扶輪禮節(Rotary Protocol) 。 
 
四、擔任扶輪職務是職責，既非地位也非權力，其職責是將自己過去的

扶輪經驗及智慧告知社員一起工作(即 Lead the way「帶頭前進」)。扶輪

職務是由社員輪流擔任。無論擔任任何扶輪職務，其領導方法是尊重每

位社員 (1)多連絡 (2)多招呼 (3)多溝通 (4)多協調 (5)多鼓勵 (6)多聽各

方意見 (7)多提供訊息 (8)整合資源 以共識解決事項。扶輪社員來自各

行各業的精英，各有不同之資源及豐富的經驗及智慧。領導人經由平時

的友誼，自然知道如何尋找資源。 
 

五、擔任任何扶輪職務、包括社長、地區總監、甚至 RI 社長，卸任後就

是普通社員。社長是扶輪社員兼社長。地區總監、RI 社長都是扶輪社員

兼任。卸任後就是普通的扶輪社員。因其對扶輪的奉獻，依循扶輪禮節

(Rotary Protocol)，予以尊重。 
 

六、扶輪對於現任職務的人如現任社長、地區總監、RI 社長均最為尊重。

對於年長或行動不方便或有病的社友應特別關心及照顧。扶輪與其他社

團不同!扶輪不可有階級觀念，是一百年來扶輪前輩保羅哈理斯、佩利、

查斯萊，施卑爾斯等許多扶輪社員的智慧及風範。「嚴禁使用任何頭銜或

尊稱」、「當所有的拘束與教條被拋棄時，友誼便趨於興盛」。(保羅哈理

斯著：「我的扶輪生涯)」。如以扶輪社員為核心，每一社員被尊重，社員

有參與感，扶輪才有活力。扶輪自然旺盛。 
 

在扶輪內每一個人都隨緣盡份，關心別人，無私付出。人與人之間和睦，

服務社會、國家，世界自然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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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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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入社費 共同基金 婚喪喜慶
代收款

交接 
統一捐

父親節 
統一捐 

歡喜 
收入 

總計 
應收 

已收 未收 

1 洪有益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500 28,715 25,220 3,495

2 劉振銘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500 28,715 28,715

3 宋喜來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29,325 29,325

4 何森德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2500 30,715 2,192 28,523

5 賴輝梧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2500 30,715 2,117 28,598

6 江漢泗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500 28,715 28,715

7 林進重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3500 31,715 28,220 3,495

8 張家欣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5500 34,825 5,500 29,325

9 陳增松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28,215 28,215

10 黃銘松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500 29,825 39,565 -9,740

11 陳通敏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28,215 28,215

12 李彥錫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3000 32,325 47,000 -14,675

13 劉 成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500 28,715 500 28,215

14 張辛庚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1500 29,715 1,500 28,215

15 陳錦章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500 29,825 29,825

16 廖至軍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1000 30,325 4,976 25,349

17 朱田源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1000 29,215 71,000 -41,785

18 黃健光 21,000 1,920 800 1000 3330 1275 1000 30,325 5,000 25,325

19 呂武霖 21,000 1,920 800 1000 2220 1275  28,215 12,104 16,111

20 黃英智 21,000 1,920 800 1000 20000 11100 2550 500 58,870 10,000 48,870

21 張志偉 21,000 1,920 800 1000 11100 2550 1000 39,370 2,044 37,326

22 曾杉源 21,000 1,920 800 1000 50000 22200 5100 1000 103,020 76,460 26,560

23 何昱興 21,000 1,920 800 1000 10000 20000 4067 2220 1275  62,282 62,282

24 李龍翔 17,500 1,920 800 1000 10000 20000 4067 1275 500 57,062 56,000 1,062

25 林鴻達 17,500 1,920 800 1000 10000 20000 4067 1275  56,562 50,000 6,562

 總計 518,000 48,000 20,000 25,000 30,000 130,000 12,201 96,570 38,250 27,500 945,521 439,398 506,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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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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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芋簽粿製作課!! 

      內輪鹹豬肉製作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