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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9 年 6 月 1 日第 37 期第 23 卷 

 

※※※第 1916 次例會※※※ 

新舊社長暨職員花蓮交接旅遊 
7/5-7/7 行前說明會 
樂芯國際旅行社 
葉明哲先生 

 

 

 

 

 

 

 

 

 

 

 

 

 

 

 

 

  社  長：張志偉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黃英智    新世代主委：陳通敏 

  副社長：黃英智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林進重    節 目 主委：張信賢 

  秘  書：李龍翔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曾杉源    出 席 主委：呂武霖 

  財  務：劉振銘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李彥錫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糾  察：江漢泗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賴輝梧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2019-2020 年度理事~~張志偉.曾杉源.

劉振銘.何森德.江漢泗.張家欣.黃銘松.

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張信賢 

社訓練師:廖至軍  RCC 主委:張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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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20 年 6 月 1 日  第 1916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見習社友伉儷大家晚安!大家
好! 

    今天我和幾位社友一起前往各學校，頒發下半年度的扶
輪之子獎助金，雖然因為疫情關係有些例會暫停，但是我們
的社區服務是不能停的，感謝這幾位的陪同出席，讓大里社
服務不打折! 

    今天還有花蓮交接旅遊行前說明會，社當特別安排我們
坐火車去花蓮，節省了時間也更安全，讓我們好好的享受下
個月的三天之旅，大家有問題也可提出喔!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ARC 秘書報告 

※年度已快結束，社長特地在 6/22(一)舉辦感恩晚會，地點
在:閤家活海鮮餐廳(台中市南屯區永春路 15-16 號
04-23808969)，敬邀全體社友寶眷參加喔! 
 

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下年度爐邊分組今天會先抽籤，如各社交接有邀請會再派
組出席喔! 

※明年度的職員表請大家參閱 

※2021 臺北國際扶輪年會，將在 2021.06.12-16 舉行，因
早鳥票的註冊日期是 2020.06.20-26，臺北年會的台灣籌備
處(HOC)，希望各社能在 6/10-19 這中間先將參加人員註冊
上 RI，所以請欲參加人員跟執秘報名，期能盡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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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2020～2021 年度)第卅八屆各委員會組織表 
 

社  長 黃英智 副社長  
秘  書 張信賢 助理秘書 李龍翔 
財  務 陳錦章 助理財務 劉振銘 
糾  察 洪有益 助理糾察 江漢泗 
訓練師 林進重 RCC 主委 邱寶弘 

 

六大委員會 

項  目 主 委 項   目 主 委 

社務行政委員會 呂武霖 服務計畫委員會 張志偉 

社刊 賴輝梧 社區服務 朱一飛 

節目 宋喜來 社區發展 吳明樹 
膳食 林鴻達 環境保護 張辛庚 
出席 吳明樹 人類發展 邱寶弘 

扶輪資訊 林進重 國際服務 張志偉 

禮品 朱一飛 服務夥伴 李彥錫 

攝影組 林明華 職業服務 曾杉源 

聯誼 張家欣 職業成就.獎勵 劉振銘 

基隆東南社聯誼 林明華 團體交換 G.S.E 何昱興 
后里社聯誼 蔡永裕 台灣肝病根除計畫 廖至軍 

內輪會 呂武霖 新世代委員會 李龍翔 

高爾夫 黃銘松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林鴻達 
運動保健 陳增松 扶少團 黃健光 
諮詢會 洪有益 青少年交換 張志偉 

社員委員會 江漢泗 RYLA 林明華 
職業分類 廖至軍 扶輪基金委員會 何森德 

社員發展 陳淑娟 根除小兒麻痺 李龍翔 

扶輪知識 張家欣 保羅哈里斯之友 黃銘松 

S T A R 陳通敏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金

宋喜來 

公共形象委員會 劉振銘 前受獎人 陳通敏 

國際姐妹社推薦 陳增松 配合獎助金 黃健光 

扶輪大使獎學金 李彥錫 共同基金 黃英智.宋喜來.黃銘松 

世界聯誼活動 曾杉源   

家庭懇談 朱田源   

 

理  事  會 
黃英智.張志偉.林進重.黃健光.李龍翔.張信賢.陳錦章.  

洪有益.呂武霖.張家欣.黃銘松.何森德.蔡永裕 
候補理事:邱寶弘.陳通敏 

諮詢委員會:IPP.及所有的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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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 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本社於六月八日(星期一)第1917次例會，將變更至六月九
日(星期二)將舉辦擴大組爐邊，由2、3、5、6月各組爐主作
東，宴請全體敬請大家踴躍出席。 
＊時  間：6月 9日(星期二)下午 18 點 30 分    
＊地  點：与玥樓頂級粵菜餐廳(台中市南屯區公益路 2段

783 號) 
 

CYLINDER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扶輪社中央系統 Rotary Club Central 
扶輪社中央系統 Rotary Club Central 英文簡稱 RCC。國際扶輪(RI)
於 2013 年推出的線上工具(On line tool)，取代以前使用的書面表格
『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 
為何扶輪社要用扶輪社中央系統？它是一次到位的線上工作坊，提
供通往所有資料之入口網站，具有下列特性: 
 一起規劃 
 追蹤進度 
 完成目標 

1.RCC 減少紙張之使用，替代紙張用於有效能的扶輪社規劃指南，
促進領導之持續性。扶輪社領導人每年更換，RCC 可使他們看到扶
輪社目標之歷史沿革及成就，在扶輪社領導人中可以保有持續性。 

2.RCC 讓扶輪社可以輕易追蹤進度。扶輪社領導人可據以決定他們
所定目標是否可行，如果有必要可作修正。 

3.RCC 其内容透明公開，所有社員皆能閱覽瞭解。 

4.RCC 展現扶輪社在全球各地重要的工作。直到現在，扶輪仍然沒
有一個專屬的傳播媒體為全球扶輪社員所做百萬件服務計劃作有效
報導。有了扶輪社中央系統，扶輪社可以將它們的服務計畫登載，
如志工人數和志工時數及慈善捐款的報表等。 

 我如何進入扶輪社中央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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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位扶輪社員進入 RI 網站 www.rotary.org /myrotary 建立社員入口
帳號才能進入扶輪社中央系統。 

 誰可以應用扶輪社中央系統 ？ 

所有扶輪社員皆可查看他自己的扶輪社以及他所屬地區其他任何扶
輪社之 RCC 內容包括目標和成果。現任社長及社長當選人、祕書、
執行秘書、財務、基金主委及社員委員會主委均可更改其扶輪社之
目標和成果。  

國際扶輪(RI)自 2017 年度起更新扶輪社中央系統，國際扶輪獎項(前
稱 RI 社長獎)均在 RCC 填報經 RI 系統核定。 
 

扶輪各種獎項(AWARDS)  

扶輪人，服務社區、行善天下、無私奉獻、不求回報，國際扶輪及

扶輪基金設立各種獎項(AWARDS)，以為表彰、感謝、鼓勵、及激
勵扶輪社員和其他人士之服務活動。 

    下列獎項是為扶輪社員而設 :  
 五大服務獎 (Avenues of Service Citation) 
 扶輪社建造者獎 (Club Builder Award) 
 扶輪基金會有功服務獎 (Rotary Foundation 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vice) 
 扶輪基金會特優服務獎 (Rotary Foundation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扶輪基金會地區服務獎 (Rotary Foundation District Service 

Award) 
 超我服務獎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 
 無小兒痲痹世界服務獎 (Service Award for a Polio-Free 

World) 
 職業服務領導獎 (Vocational Service Leadership Award) 

   
    下列獎項是為扶輪社而設 : 

 社員發展及擴展獎 (Membership Development and 
Extension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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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獎 (Presidential Citation) 
 社員發展行動表彰 (Recognition of Membership 

Development Initiatives) 
 小扶輪社社員成長表彰 (Recognition of Smaller Club 

Membership Growth) 
 重大事功獎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ward) 

 
    其他獎項包括: 

 家庭及社區服務獎 (Family and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根除小兒痲痹鬥士獎 (Polio Eradication Champion Award) 
 扶輪青年服務團及扶輪少年服務團社長獎 (Presidential 

Citation for Rotaract and Interact Clubs) 
 傑出扶輪青年服務團計畫表彰 (Recognition of Outstanding 

Rotaract Project) 
 扶輪社員配偶/伴侶服務獎 (The Rotarian Spouse/ Partner 

Service Award) 
 年度扶輪基金會前受獎人協會獎 (Rotary Foundation 

Alumni Association of the Year Award) 
 扶輪基金會全球前受獎人人道服務獎 (Rotary Foundation 

Global Alumni Service to Humanity Award) 
 國際各種獎項(AWARDS)榮譽獎 (Rotary International 

Award of Honor) 
 世界扶輪少年服務團週表揚狀 (World Interact Week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世界扶輪青年服務團週表揚狀 (World Rotaract Week 

Certificate of Recognition) 
    關於獎項的詳細資訊，包括截止日期、申請資訊、及資格規定，

請參考 www.rotary.org。 
每年全世界各扶輪地區(目前有 541 地區)亦頒佈多種地區獎項以表
彰、感謝、鼓勵、及激勵扶輪社員之服務活動。扶輪領導人也宜在

適當的場合誠懇感謝扶輪人的無私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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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頒發下半年度獎助金 

      頒發下半年度獎助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