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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7 屆 HERO 社長首次敲鐘
暨職員佩帶上路
新天地~東區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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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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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曾杉源

出 席 主委：呂武霖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李彥錫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賴輝梧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秘

書：李龍翔

廖至軍.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

財

務：劉振銘

社訓練師:廖至軍

糾

察：江漢泗

RCC 主委:張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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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會程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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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歡迎扶輪社友歌(來賓及友社社友請起立)
社長致詞
社長介紹本屆理事及各職員與主委(主委佩帶肩帶)
助理總監致詞(PAINT)
邀請與會貴賓致詞
新社友宣誓(請助理總監 監誓、社長陪誓)
助理總監贈送全體社友紀念品
本社致贈助理總監就任紀念品(HERO 代表致贈)
本社致贈社長就任紀念品(PAINT 代表致贈)
本社致贈秘書就任紀念品(FOOD 代表致贈)
糾察報告
出席報告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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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 年度台中市 1-4 分區助理總監簡歷
姓名：何森德 (Rtn. Paint)
生日：民國 42 年 11 月 20 日
現任：東記油漆工程行負責人
職業分類：塗裝工程
夫人：陳秀蓮
扶輪經驗：
1988.9.12
1989-1990
1990-1991
1991-1992
1992-1993
1993-1994
1994-1995
1995-1996
1996-1997
1997-1998
1998-1999
1999-2000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入社
體育主委、出席助理主委
理事、四大考驗主委
理事、高爾夫球推動主委
理事、節目主委、國際少年計劃委員
公共關係主委、人類發展委員
家庭懇談會主委、高爾夫球推動委員
理事、會計
理事、職業分類主委、職業發展主委
高爾夫推動主委、職業促進委員
助理糾察、歡喜主委、職業分類委員
職業促進主委、社務電腦化推動主委
扶輪雜誌主委、節目委員
基隆東南社聯誼主委、職業成就委員
社務服務助理主委、家庭懇談會主委、社區發展主委
理事、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內輪會主委
社長
理事、國際主委、基隆東南社聯誼主委
理事、糾察、G.S.E 主委
理事、財務
理事、后里社聯誼主委、共同基金委員
秘書、理事、共同基金委員
登山主委
服務夥伴主委、扶輪大使獎學金主委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地區扶輪宣傳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2013-2014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2018-2019
2019-2020

高爾夫主委、STAR 主委
理事、青少年交換主委、配合獎助金主委
環境保護主委、國際姐妹社推薦主委
社區發展主委、國際姐妹社推薦主委
基隆東南兄弟社聯誼主委
后里兄弟社聯誼主委
社員委員會主委、根除小兒麻痺主委
理事、分區助理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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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一、宗旨：服務社友
二、重心：聯誼(內輪)、公益
三、重點：扶輪之子、扶少團、支持分區助理總監
四、目標：新增社友
五、近期活動：8/3、9/1、9/28、10月份⋯⋯
六、紀念：polo衫、胸花⋯⋯
ARC 秘書報告
※7/22 例會社長新政策及目標還有六大主委，請提出年度計
畫書面資料。
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07 月 03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0703003
正本受文者: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程序表與場地圖
主
旨：RYE委員會預定於2019年07月27日舉行「D3461 & D3462
RYE長、短期交換招生說明會」
，敬邀 貴社相關人員以及
有興趣報名的學生共同出席參與，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 RYE 交換學生計劃實施多年，為台灣培育出許多優秀人
才，也讓為數眾多的外國學生更加認識這塊土地。
二、 為讓社員及有興趣參與交換的學生能更深入瞭解 RYE，本
會預定於下列時、地舉行「D3461 & D3462 RYE 長、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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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招生說明會」，敬邀貴社相關人員(社長、主委、顧
問)以及有興趣報名的高中職學校(校長、老師、學生)共
同出席參與；請貴社協助宣導並週知全體社友，以增進
參與人數。
 時間：2019 年 07 月 27 日(星期六)，程序表請參考《附
件》。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衡道堂
 地址：台中市南區復興路三段 362 號
 預定出席者敬請於 07 月 21 日前點選下方連結上網填
妥覆函報名，以利統計人數與活動安排。
 回條網址：https://forms.gle/qbDSjDb6UpB558VC6
三、 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
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
0905-738-662)。
四、 敬請惠予協助，無任感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地區總監 黃進霖 Maclin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主委 呂肇傑 Tony
發文日期：西元 2019 年 7 月 8 日
發文字號：霖總字第 20190708004 號
受 文 者：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函請繳交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地區總監
辦事處基金，如說明，惠請查照。
說
明 ：
一、 依據「國際扶輪細則 15.060.1」規定成立地區基金，
在財務上支援總監履行其責任，暨 2019.03.30-31 社長當選
人訓練研習會 PETS 決議案辦理。
二、 循往例以 2019.06.30 在籍社員數計算，每人繳交新
台幣 800 元，並請於 2019 年 8 月 31 日以前繳交為禱。
三、 請以匯款或支票方式匯入地區總監帳戶：
1. 電匯銀行 : 聯邦銀行文心分行
銀行代碼 : 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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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行帳號 ：034-10-0031581
戶 名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2. 支票
支票抬頭: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郵寄地址: 500 彰化市彰興路二段 81 號
四、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地區總監 黃進霖 Maclin
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07 月 10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0710005 號
正本受文者: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 函請踴躍出席「2019-20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
(DRFS)」
，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附
件 : 一、議程表
二、彰師大寶山校區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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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 2019 年 8 月 10 日星期六召開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懇請踴躍報名參與。
1. 舉辦日期 : 2019 年 8 月 10 日(六)下午 12:50 至 17:50
2. 舉辦地點 : 彰師大寶山校區工學院演講廳
3.參加對象 : 各扶輪社社長、秘書及扶輪基金主委
或實際參與執行獎助金運作之社友。
4.報名網址 : 請點選
https://forms.gle/vX3gWrD72Vaz5gJB8
5. 報名截止日期 : 2019 年 7 月 25 日
三、若有疑問，請用 E-mail 傳至 3462dg1920@gmail.com
聯絡人 : 呂淑蘭 Rita 電話 : 04-7376286
手機 : 0987-220088
四、函請查照。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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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 黃進霖 Maclin
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0711006 號
正本受文者: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函知本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RYE遷移變更新地址，
如說明，惠請轉知。
說
明：一、本地區 RYE 委員會於 2019 年 07 月 09 日起遷移
如下:
1.新地址 ：50096 彰化縣彰化市彰興路二段 81 號
2.聯絡資訊：
手機 ：0905-738-662
E-mail：d3462rye@gmail.com
秘書 : Maiz 簡小姐
3.上班時間：每週一~每週五上午 9:00 至下午 17：00
二、敬請惠予協助轉知，無任感荷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20 年度
地區總監 黃進霖 Maclin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主委 呂肇傑 Tony
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7/11扶輪寶眷聯誼籌備會議紀錄說明:
1. 日文教學 Cylinder 夫人
每月二、四週星期六 早上 10：00 ～ 12:00
7/27 開始
2. 池坊花藝
每月第四週星期六 下午 2:30 ～ 4:30
8/24 開始 10 堂
內輪會支出師資鐘點費，花材器老師會準備，由參加的夫
人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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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手工鋁線編織
8 月 下午 1:30
手作溫度可以療癒人心，親手做一件美麗的作品
4. 手捏陶藝
二堂 8/10 早上 10:00
5. 動手做烘培(不定期) Cylinder 夫人指導
9 月 蛋黃酥
6. 內輪會一日秋遊
7. 色彩學玩穿搭(講座)
透過玩色彩來讓大家學習基本的配色理論，不論是彩妝造
型、服裝穿搭都實用
提案：
是否在每年的總監公訪、授證、年會、助理總監感恩晚會這
四個節目，夫人們統一穿社裏訂製的外套。
※寶眷學習課將安排~~
7/27(星期六)早上10:00-12:00日文教學課開始
8/10(星期六)早上10:00-12:00手揑陶藝課﹔下午
1:30-3:30鋁線編織課，請夫人們踴躍報名學習課程。以
便老師準備材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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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Maclin 總監轉傳的扶輪訊息，供剛上任的社長、祕書參考：
《扶輪社必須至少每月例會兩次》
每年 7 月 1 日起，是扶輪社新的年度開始，都是扶輪社社長暨職員
就職例會的季節，近期參加了幾個扶輪社的社長就職例會，收穫
良多，分享個人想法如下：
一、 新年度扶輪社都會製作年度計畫手冊，為新的年度勾勒社務藍
圖，年度計畫手冊在社長就任前，就展開籌備會議定調，內容主
要包括社長、秘書就任宣言、新年度社員職務分配表、五大委員
會工作計畫、家庭懇談會編組表、年度例會節目行事曆以及最重
要的年度財務預算表等。
有的社確實用心規劃，有的社照上年度複製，有的社沒有做年度計
畫。事實上扶輪社的年度計劃是非常重要的，確實的規劃，按表
操課，即能夠讓年度各項社務運作及服務計劃的執行，會更加順
利。
年度計畫手冊也是總監公式訪問時，可以提供相關資料說明做事前
準備。
二、 例會節目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例會是扶輪社的門面，因此
節目委員會必須安排例會節目行事曆，做好年度規劃，並至少提
前三個月完成演講者的邀請。
近年來國際扶輪放寬例會次數，扶輪社至少每個月例會兩次，因此
近年成立的新社都是以一個月兩次例會為主，建議盡量不要再減
少正常例會的次數，除了地區年會或者地區重要活動彈性變更
外，其餘盡量不要變更，若是分區有需要配合的情況，派員出席
即可，盡量維持一個月兩次例會的正常運作模式，才不會淪為一
般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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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例會是社友的權益，也是社員聯誼及學習成長最好的場域，任
意變更例會時間及例會地點，會讓社員無所適從，降低出席率，
也會影響新社員的招募，扶輪社不可輕忽。
台中文心社 江瑞啓 Lexus

※感謝近日各扶輪社社長暨夫人的熱心邀請出席就職典
禮，針對寶眷舉辨内輪活動一節提出建議。
容許作一點說明有関内輪會一詞，國際扶輪早巳經不再使
用，目前以使用扶輪家庭委員會 Rotary Family 或寶尊眷
聯誼 spouse 委員會更於廣泛。
内輪語出於 inner wheel club，已經被登記在美國成為獨
立的婦女社團組織，非扶輪組織。
國際扶輪已經勸告我們扶輪社友不再使用了謝謝各位。
另外，偶爾發現紅布條有出現女賓夕活動？
該語大概出自日本扶輪社使用？
目前也不適使用，謝謝各位。
Peter Cheng 2019/07/10
KANE 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大里扶輪社 2019-2020 年上半年度爐邊分組表
第一組

七月
陳增松
何昱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陳錦章

李彥錫

黃銘松

賴輝梧

陳通敏

第二組

張辛庚

曾杉源

何森德
朱田源

呂武霖

劉振銘
林鴻達

黃健光

第三組

林進重

劉 成

張家欣

洪有益

江漢泗

宋喜來
張信賢

社 長：張志偉
副社長：黃英智

秘
書：李龍翔
爐邊主委：廖至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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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高爾夫主委報告
成立 1-4 分區高爾夫學習營：
感謝 1-4 分區社友們支持「1-4 分區永久愛你扶輪隊」已經
成立，為協助剛開始學高爾夫球的社友而成立「高爾夫球學
習營」1.學員：1-4 分區社友、寶眷。
2.採團體授課，每五人為一組,超過 5 人則分 A、B、C 組
3.每期 10 堂課，每星期兩堂，每堂 1 小時 30 分鐘。
4.教練費用：3000 元每堂（5 人）
，每人 600 元，一期 10 堂
課共 6000 元。（扶輪優惠價）
*一般教練費 10 堂課 12000 元。
5.教練-溫士堂（霧峰社 golf)
6.授課地點：鼎峰高爾夫練習場
地址：台中市大里區國中路 438 號。
7.練習球費用如附件，可以多人共買一張卡，較優惠。
8.報名：請在群組上報名或與我聯絡。
9.報名完成後會集合大家，安排溫老師統一說明，授課時
段、高爾夫球桿、球場規則、禮儀.....
請剛要接觸高爾夫運動的社友、寶眷，把握這次機會、踴躍
報名！
永久愛你扶輪隊
*隊長:何森德 Paint (當屆助理總監)
*總幹事:聯誼主委-張家欣 Manpower
*財務長:副祕書長黃健光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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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節目主委報告

大里扶輪社 2019-2020 年度例會節目表
例會時間
變更時間
活動內容
2019/07/01
變更交接旅遊
第 1868 例會
2019/07/08
7/6-8
交接三日旅遊
第 1869 例會 (六 一)
2019/07/15
社長首敲起爐宴暨七月理事會
第 1870 例會
2019/07/22
社長新政策及目標 .六大主委工作計畫報告
第 1871 例會
2019/07/29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交換學生行前報告)
第 1872 例會
2019/08/05
8/3(六) 慶祝父親節女賓夕活動
第 1873 例會
2019/08/12
專題演講~居家昆蟲預防
第 1874 例會
2019/08/19
專題演講~地區 RYE 主委說明接待章程
第 1875 例會
2019/08/26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議.
第 1876 例會
2019/09/02
9/1(日)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大里主辦)
第 1877 例會
2019/09/09
總監公式訪問
第 1878 例會
2019/09/16
專題演講~陶藝藝術欣賞
第 1879 例會
2019/09/23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慶生會.新社友職業報告
第 1880 例會
2019/09/30 9/28(六)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爾夫聯誼賽(基隆主辦)
第 1881 例會
2019/10/07 10/5(六) 慶祝重陽節暨女賓夕活動
第 1882 例會
2019/10/14
專題演講
第 1883 例會
2019/10/21
電影欣賞~
第 1884 例會
2019/10/28
專題演講
第 1885 例會
2019/11/04
專題演講
第 1886 例會
2019/11/11 11/8(五) 變更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慶典
第 1887 例會
2019/11/18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慶生會
第 1888 例會
2019/11/25 11/23(六) 十社聯合捐血活動
第 1889 例會
2019/12/02
專題演講
第 1890 例會
2019/12/09
專題演講
第 1891 例會
2019/12/16 12/14(六) 1-4 分區親子活動
第 1892 例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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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澳門
澳門
新天地
社館
社館
埔里
中坑瀑布
社館
社館
社館
湧旺
羊媽媽
菊園永隆店
社館
社館
另訂
另訂
社館
另訂
社館
社館
菊園旗艦店
社館
大買家
社館
社館
太平九二一
地震公園

2019/12/23
第 1893 例會
2019/12/30
第 1894 例會
2020/01/06
第 1895 例會
2020/01/13
第 1896 例會
2020/01/20
第 1897 例會
2020/01/27
第 1898 例會
2020/02/03
第 1899 例會
2020/02/10
第 1900 例會
2020/02/17
第 1901 例會
2020/02/24
第 1902 例會
2020/03/02
第 1903 例會
2020/03/09
第 1904 例會
2020/03/16
第 1905 例會
2020/03/23
第 1906 例會
2020/03/30
第 1907 例會
2020/04/06
第 1908 例會
2020/04/13
第 1909 例會
2020/04/20
第 1910 例會
2020/04/27
第 1911 例會
2020/05/04
第 1912 例會
2020/05/11
第 1913 例會
2020/05/18
第 1914 例會
2020/05/25
第 1915 例會
2020/06/01
第 1916 例會
2020/06/08
第 1917 例會
2020/06/15
第 1918 例會
2020/06/22
第 1919 例會

1/9(四)

社員常年大會

社館

專題演講

社館

一月份理事會暨下屆理事籌備會

另訂

十社聯合例會~專題演講

菊園旗艦店

近農曆春節休會
農曆春節休會
專題演講

社館

新春團拜暨女賓夕活動暨慶祝第 1900 次例會

另訂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28(五) 變更 228 活動路跑活動

田中

3/7(六)

另訂

基隆東南社高爾夫聯誼(大里主辦)締盟 30 週年

3/13(五) 變更參加基隆東南社授證 37 週年慶典

水園會館

3/21(六) 地區年會

中興大學

3/22(日) 地區年會

中興大學

專題演講

社館

下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專題演講

社館

專題演講

社館

4/25(六) 本社授證 37 週年慶典

另訂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母親節(后里主辦)

另訂

下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下半年度職業參觀
5/22(五) 十社聯合例會助理總監之夜
社務行政會議

另訂
菊園
旗艦店
社館

專題演講

社館

專題演講

社館

社長感恩晚會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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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R 社員主委報告
本社新血輪介紹
◆姓名： 蔡永裕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工程
◆現職：百原通風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理
◆姓名： 林明華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食品
◆現職：領鮮食品行董事長
◆姓名：邱寶弘 LAWYER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律師
◆現職：先濟律師事務所
◆姓名： 洪忠義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營建工程
◆現職：恩旭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姓名： 黃坤森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營建工程
18

◆現職：春富營造有限公司董事長
◆姓名： 朱一飛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生物科技
◆現職：京鈺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姓名： 林原吉
◆入社日期：2019.07.15
◆職業分類：不動產經營
◆現職：兆峰不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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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交接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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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三巴牌坊合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