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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泰大里扶輪少年服務團成立大會程序表
日期：2019 年 11 月 22 日

司儀張家欣.張信賢

地點:僑泰高級中學
時間-08:00
1.輔導社社長鳴鐘開會
張志偉社長(HERO)
2.唱扶輪頌
3.唱僑泰高級中學校歌
4 介紹與會貴賓
(一)請校方介紹與會校方貴賓
余俊昌組長介紹
(二)請司儀介紹扶輪社與會貴賓
司儀張家欣介紹
張志偉社長(HERO)
5.輔導社社長致詞
6.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總監致詞
黃進霖總監(Maclin)
7.僑泰高級中學校長致詞
溫順德校長
8.輔導社扶少團主委致詞
黃健光主委(CYLINDER)
9.僑泰大里扶輪少年服務團成立
(一)宣誓--向社長宣誓---總監,校長監誓
全體扶少團團員
許峻誌團長代表
(二)總監頒國際扶輪(RI)核發證書及授團旗
(三)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主委授扶輪鐘許永洧先生(CIRCLE)
團長代表

(四)輔導社社長授-許峻誌團長,翁世英副團長-佩章及頒發團員證
書
團長代表
(五)輔導社社長贈送年度預算金 50000 元
團長代表
(六)團長介紹理事及職員並由-輔導社社長-佩帶職務佩帶
(七)介紹輔導特別代表、顧問、主委、副主委、委員司儀張家欣介紹
(八)輔導社致贈社務用品經費
張志偉先生(HERO)
10.請扶少團團長致詞
11.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主委致詞
許永洧主委(CIRCLE)
12.禮成------請扶少團許峻誌團長鳴鐘閉會
13.大 合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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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9 年 11 月 22 日 第 1888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扶少團團員大家早安!大家好!
很榮幸在我當社長的任內能成立扶少團，很有意義，目
的性，扶輪精神。
感謝僑泰溫校長、龍主任、余組長、黃老師等，大里社
Cylinder PP、Sam、Arc、Manpower PP等，有大家的協助，
才能完成這個任務！
今天大會圓滿成功，謝謝大家!!!
許峻誌扶少團團長致詞
僑泰大里扶輪少年服務團成立大會團長致詞
大家好，我是團長許峻誌！透過大里扶輪社、僑泰校方
的通力合作，很高興在 2019 年 11 月 22 日「僑泰大里扶輪
少年服務團」正式成立，本人很榮幸擔任第一屆團長之職
務，希望能將我們每一個人小小的力量集結起來，對地方、
對社會有所貢獻，甚至對國家、對世界能夠發揮正向的改變
力量。
扶輪少年服務團 Interact Club，簡稱為扶少團，透過
國際扶輪的推動，致力於青少年發展的組織，藉此有機會參
與社區服務，進而擴展瞭解存在於地區及國際的各種問題。
最初的扶少團是於 1962 年 11 月 5 日美國佛羅里達州墨爾本
扶輪社，在墨爾本高中成立的第一個扶少團；截至 2018 年，
全球共有 159 個國家有扶少團，總數為 20,372 團，團員總
人數更達到 468,556 人，如此龐大的青少年人數，已經是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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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力量、且是足以正向影響世界的力量。
對於加入扶少團的成員，應積極地透過資源、管道與實
踐來增進自我的領導技巧、甚至是「被領導」的技巧，服務
他人以及拓展國際視野。我們將在團務活動中學習到各個面
向的技能與拓展，諸如：個人成長與發展、領導統御能力、
友誼促進與社交技巧、演講技巧、事業發展、興趣培養、正
向價值觀及道德觀的養成、發揮社區公民精神等，綜言之，
服務愈多，獲益愈大。
僑泰中學本身也致力於「志工服務」、「服務學習」，不
論是在校方、老師或學生，皆是以全體總動員的衝勁全力以
赴，如今能承蒙大里扶輪社的指導、支持，共能相得益彰，
企盼我們扶少團能夠成長茁壯、盡一己之力。最後，也歡迎
扶少團來自各路英雄好漢的加入，期勉諸位「很多事不做不
會怎麼樣，但是做了會很不一樣 ，讓我們共同為人群、為
社會做點有意義的事吧！

CYLINDER 扶少團主委報告
Maclin 總監、溫校長、Paint 助理總監、各位社友、夫人、
老師、同學大家好！
將近一年的舖陳「僑泰大里扶輪少年服務團」終將在現場各
位貴賓的關懷、見證下成立。
學生團員在「扶少團」基本可以結交更多的好朋友（兄弟、
友好團）、學習議事規則、成為超我服務社區弱勢的志工、
透過扶輪平台參加扶輪青少年領袖營訓練（RYLA)及扶輪青
少年學生交換（RYE）連結國際，大里扶輪社的 Uncle, Aunty
都會是你們可以請益、學習的對象。
4

扶輪社員被鼓勵「對世界做些對的事」「對社區提供關懷和
協助」「對新世代提供服務」。
今天你加入扶少團就可以跟爸媽説我們扶輪社近日有活
動—*明天 11/23 日 1-4 分區聯合捐血活動-大里社值下午時段在
大買家-捐血幫助人還可以有霧峰香米 2 公斤和血液檢查（肝
功能...）
*12/14 日十社聯合親子活動：太平 921 震災公圈 5 公里健
行、路跑-園遊會。
* 2020/02/02-03 日青少年領袖營（RYLA）
，地點：南投鯉魚
潭。
*青少年學生交換(RYE)
黃薇-法國
呂誼蓁-德國（努力求生存-先善用國際語言「笑臉相迎」，
身歷其境-強烈的語言學習動力，使出渾身解數（禮物、珍
珠奶茶、包水餃、美食...）討人喜歡。
扶輪社很重視家庭價值，扶少團是扶輪社「新世代服務計劃」
的系列之一，就好像每個家庭照顧、栽培小孩一樣，今日你
們懵懵懂懂的加入「僑泰大里扶輪少年服務團」希望大家在
扶少團短短一到兩年期間的歷練，可以對你充滿希望的未來
有所引導並在學習、發展各方面有所助益，大里扶輪社在僑
泰高中埋下「超我服務」的種子，他日也必能在你們的身上
開花结果。
且譲我們拭目以待，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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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少團輔導委員會名單
一、曾杉源(第三十六屆社長)
(公關、活動組)
二、黃英智(第三十六屆秘書)
(公關、活動組)
三、張志偉(輔導代表、第三十六屆社長) (公關、活動組)
四、李龍翔(輔導顧問、第三十六屆秘書) (公關、活動組)
五、黃健光(扶少團主委、輔導顧問)
(公關、活動組)
六、張信賢(扶少團副主委、輔導顧問)
(公關、活動組)
七、張家欣 (公關、活動組長)
(公關、活動組)
八、黃銘松(委員)
(公關組)
九、江漢泗(委員)
(公關組)
十、廖至軍(委員)
(活動組)
十一、何森德(委員)
(活動組)
十二、陳通敏(委員)
(活動組)
十三、李彥錫(委員)
(活動組)
以上 13 位社友分公關組 9 人、活動組 11 人

僑泰大里扶輪少年服務團章程
第一章定名
本社團之名稱為僑泰大里少年服務團
第二章宗旨及目標
扶輪少年服務團之宗旨在於使少年有機會在一起合作，藉世界性聯
誼致力於服務及增進國際瞭解。
扶輪少年服務團之目標如下:
1.認識與發展具有建設性之領導才能與個人的品德;
2.鼓勵並實行關切他人與幫助他人;
3.促使青少年認識家與家族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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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認識每一個人的價值、建立尊重他人權利的觀念;
5.強調接受個人所應負的責任為個人成功、社會改進與團體成就的
基礎;
6.認識一切有用職業的尊嚴與價值為服務社會的機會;
7.提供機會增進知識，瞭解當地社會、國家與世界各種事務;
8.開拓個人與團體的途徑，步上國際瞭解與全人類親善的康莊大道。
第三章輔導
1.本團由大里扶輪社輔導，輔導社經由至少 5 名社員組成之委員會，
對本團所有活動、計劃及政策，予以督導及管制。本團之繼續存在
有賴於扶輪社社員個人之持續且積極參與。如本團團員僅限於女性
時，上述委員會應包含一位或多位負責之女性為當然委員。
2.扶輪少年服務團不是輔導社之一部份，本團及團員不得享有輔導
社之權利及特權。
第四章團員資格
1.欲加入扶輪少年服務團者必須具備良好的品行及領導潛力，以及(a)
如係以學校為基礎之扶少團，必須是中學或大學前教育的學生，年
齡在 12-18 歲;(b)如係以社區為基礎之扶少團，必須是 12-18 歲的男
女少年。
2.在輔導社決定之下，本服務團的團員可為全男性、全女性、或男
女性依任何比例混合。
3.團員甄選辦法應由輔導社和扶輪少年服務團共同協商決定。以學
校為基礎的服務團，其新團員甄選辦法應獲得學校當局之核准。
4.本團每一團員出席本團例會全年應達 60%。
5.如有下列情形，團員資格即自動終止:(a)遷出社區;(b)如該團係以
學校為基礎，團員自獲選為團員之區域中大學教育之前最近四年的
學校已畢業，或已不具學生身分;如係以社區為基礎，該團員已輟
學、畢業、或已滿 18 歲;(c)本團團籍終止;(d)未能遵守出席規定。但
如有正當充足之理由且經本團理事會同意者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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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團員資格可由本團所有資格完備之團員 2/3 人數以上投票通過，予
以終止。

第五章 會議
1.本團應依照細則規定，在考量團員學業情況下，每月在便利團員
之時間及地點集會至少 2 次。
2.理事會應依細則規定定期開會。在以社區為基礎的服務團，例會
或理事會會議必須有輔導社的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一位出
席，始得視為正式會議。在以學校為基礎的服務團，理事會會議必
須有輔導社的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一位出席，始得視為正式
會議。
3.遇有假日或休假，例會及理事會會議可由理事會報請輔導社核准
後取消。
第六章 職員及理事
1.本團職員為團長、副團長、秘書、財務及細則規定之其他職員。
2.本團管理主體為理事會，由團長、副團長、秘書、財務及其他理
事組成，理事人數由本團決定，但須經請輔導社核准。理事應自資
格完備的團員中選出。理事會及本團所有的決定、政策、及行動者
必須遵守輔導社管轄權、本章程規定、以及國際扶輪政策。
本團如係以學校為基礎，必須遵照學校當局有關學生組織及課外活
動的規定及政策。
理事會對所有職員及委員會應有支配權，倘有充分理由可宣佈任何
職位出缺。理事會應成立一訴願委員會，團員如有不服職員之管理
及委員會之決定，得向訴願委員會上訴。
3.職員及理事之選舉辦法應符合當地習俗及程序，但無論如何，選
舉需要資格完備團員過半數人數出席。
所有職員及理事之任期為一年，除非細則規定更短之任期。除非經
國際扶輪書面許可，不得設置任期短於一年之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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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活動及計劃
1.在第三章第一節所規定的範圍內，本團應負責企劃、組織、籌募
經費及辦理活動，並應提供辦理活動所需金錢、人力、及創造性的
想像力。如果有些活動和計劃是與其他組織合辦，則可與其他組織
分擔責任。
2.本團每年應至少辦理 2 項主要服務計劃，一項為服務學校或社區，
另一項為促進國際瞭解，每項活動都應促使團內全體團員或大部份
團員參加。
3.本團國際服務的目的在於透過世界聯誼將少年們結合在服務理想
之下，以鼓勵及促進國際瞭解、親善及和平。社區及學校服務的目
的在於鼓勵每一團員將服務理想應用於個人、社區、及學校生活。
4.本團應負責籌募執行各項計劃所需之經費。除了接受偶爾或臨時
財務資助之外，本團不應向輔導社請求經費支援，亦不得向輔導社
之外的扶輪社或其他扶輪少年服務團請求經費;亦不得毫無回報地
向社區中之個人、事業或組織請求財務援助。
第八章 委員會
1.本團細則中應規定設立下列常設委員會:國際瞭解、服務、財務、
團務、及其他必須或便於管理團務之常設委員會。
2.團長得經理事會核准指派他認為必要的特別委員會，指派時應說
明其職責。此類委員會在完成其工作時、或由指派團長解聘時、或
在指派團長任期結束時，應即解散。
第九章入會費及年費
本團對團員徵收的任何其他入會費、年費或分攤費用應維持最低限
度，並僅以滿足本團管理費用所需為限。本團辦理活動及計劃之經
費一般而言應另外設法籌募。
第十章接受章程及細則
本團每一團員在其接受及自此繼續為團員時應接受扶輪少年服務團
宗旨及目標中所訂的原則，同意遵守本團的章程及細則及受其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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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且唯有在此前提之下才得享受本團的一切特權。任何團員不得
藉詞未收到本團章程及細則而不遵守。
第十一章細則
本團應採用模範扶輪少年服務團細則，以及依本團管理上之需要或
方便而修改，但與本章程不牴觸之條款，此種條款之修改必須依照
模範扶輪少年服務團細則規定之程序通過方始有效。
第十二章 團徽
扶輪少年服務團徽章應保留為團員所專用，以維護團員權益。本團
每一團員在擔任團員期間有權佩戴或適當莊敬地展示此團徽。團員
終止團員資格時或本團終止國籍時，應即放棄此項權利。
第十三章 持續
本團如能依照本章程各項規定及國際扶輪所訂政策行事，即可繼續
存在，但若發生下列情事，其團籍即告終止:(a)本團自行決定及決議
終止團籍;(b)輔導社撤銷輔導關係;或(c)未能遵照章程行事或其他原
因而遭國際扶輪終止團籍。本團終止團籍後，所有有關扶輪少年服
務團名稱及徽章的權利及特權，本團及團員個人應予放棄。
第十四章 修改
本章程僅可由國際扶輪理事會修改，且國際扶輪理事會所通過模範
扶輪少年服務團章程之一切修改條款，本章程應自動隨之修改。

扶輪少年服務團細則
第一章 選舉
1.本團每年應於 1 月前選舉團長、副團長、秘書、財務及理事。當
選者於 7 月 1 日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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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名職員必須以書面方式或於當場提出。在緊接提名會議之後的
例會，應採不記名方式就諸候選人進行投票，獲得資格完備且出席
會議之團員中大多數票的候選人當選為職員。
3.除團長、副團長、秘書及財務外，尚應選出理事 5 名。
第二章 職員之職務
1.團長:團長應主持本團所有例會、特別會議、及理事會會議。經理
事會同意，團長得聘派所有常設及特別委員會。如遇理事出缺，團
長得經理事會同意，聘派遞補空缺，任期到本團下次正式選舉為止。
團長為所有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2.副團長:如團長一職因某種原因出缺，副團長應接任團長職務。團
長缺席時由副團長主持本團所有會議及理事會會議。
3.秘書:秘書應掌管本團所有檔案、及所有會議和理事會會議之記錄。
4.財務:財務應掌管本團所有款項，掌管所有必要的記錄，並將所有
款項存入理事會同意之銀行。財務應依照理事會決定之程序支付款
項。財務應在本團每次例會中提出財務報告，並保存所有記錄以備
任何團員查核。
5.理事會:根據章程規定，理事會為本團之管理主體。理事會應向本
團提出年度報告，向所有團員報告本團運作情形。理事會應定期舉
行會議，至少每月一次，任何資格完備之團員皆可自由出席。但是，
除非獲得理事會允許，出席理事會會議之團員，無權發言。
第三章 會議
1.本團每月應舉行會議至少 2 次，每月舉行理事會會議至少 l 次。會
議時間及地點應以團員方便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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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程序表 (範例)
1：55 註冊、聯誼
2：00 宣佈例會開始
全體肅立、唱國歌
請坐下

2：05
2：07
2：10

2：15

2：20
2：40
2：50
3：30
3：40

團長
團長
團長

宣讀扶少宗旨
介紹貴賓
團長致辭
貴賓致辭
一、扶輪社社長
二、高中老師
秘書報告
唱扶輪歌
糾察報告
介紹主講人
主講人時間
休息時間
主講人時間
贈送主講人小禮品及團旗
Uncle/Aunt 講評
鳴鐘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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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體團員
團長/聯誼
團長

秘書
歌唱
糾察
節目

團長
團長

ARC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11 月 13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1113051 號
受 文 者 :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主委吳桂洲 PDG Woo Sun (員
林社)
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副主委周明智 PDG Chest (台
中西北社)
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副主委林伯龍 PDG Doctor (彰
化中區社)
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副主委謝明憲 PDG Ortho (田
中社)
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務副主委沈登贊 IPDG Today (台
中西南社)
主
旨：函請各扶輪社推薦「2022-2023年度總監提名候選人」，
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附
件：一、推薦書
二、參選資格及任務
說 明：一、依據國際扶輪細則第十二章第12.010、12.020、12.030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輪社推薦2022~2023年度地區總監提
名人。
二、其參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等詳載於國際扶輪細則第
十六章第16.010、16.020 及16.030 等條文規定，各社
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
能接受提名。
三、各扶輪社之建議提名必須在例會中由全體社員決議，
推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
四、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推薦書（如附件一），應經社長、
秘書及候選簽署後，連同候選人之學經歷於2020年 1 月
15日前用掛號寄至總監辦事處(以郵戳為憑)，送請總
監提名委員會依規定遴選。
五、敬請各社惠予協助，無任感荷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地區總監 黃進霖 Mac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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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推 薦 書

謹推薦本社前社長

（社名）

為 3462 地區 2022-2023 年度總監提名候選人。此建議案業經本社於
____年

月

日，第

例會中，全體社友公決同意。同

時，被推薦人符合國際扶輪章程細則第 16 章 16.010 條地區總監提
名人資格與 16.020 條地區總監資格及瞭解 16.030 條地區總監任務，
並願恪遵地區總監任務之規定。
此致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2022-2023 年度）

推

薦

社：

社

長：

祕

書：

日

期：

提名候選人：
日

期：

（ 請 附 候 選 人 學 經 歷 表 及 彩 色 大 頭 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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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11 月 15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1115050 號
受 文 者 : 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 一、年會報名 excel 登記表
主 旨 : 函請各社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第三屆國際扶輪輪 3462
地區年會，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一、本地區第 3 屆地區年會將於 2020 年 3 月 21-22 日
（六、日）假國立中興大學惠蓀堂舉行，敬邀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
報名參加。
二、註冊辦法及費用 :
1.報名截止日期規定 :
(1)標準報名 : 2019.12.01-2020.02.05
(2)臨時報名 : 2020.02.05-2020.02.29(可以參與全區摸彩，
但取消分區摸彩資格)
(3)現場報名 : 2020.03.21 (全區或分區摸彩一律取消資格)
2.年會分攤費及報名註冊費：
分攤費用每位社友負擔 NTD1000，註冊費每位社友 NTD1,200，
寶眷社友比照寶眷繳交註冊費每人 NTD1,200。
參加社友
: 註冊費 NT$1,200 + 分攤費 NT$1,000 =
NT$2,200/每位
寶眷社友/寶眷 : 註冊費 NT$1,200/每位
未參加社友
: 分攤費 NT$1,000/每位
扶青團
: 註冊費 NT$1,200/每位
報名獎勵
: 達到 100% 或 200% 報名之各扶輪社，總
監將會致贈禮品。
三、自即日起報名，請各社執秘先用 excel 登記(參閱附件
一)，再
到 Airtable 根據分區將 excel 表複製到 Airtable 所屬分
區，即完成報名手續。敬請於 2020 年 2 月 5 日前能完成
報名及繳費手續。並請將匯款收據註明社名及地區年會報
名費，回傳至總監辦事處，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四、敬請各社於 2020 年 2 月 5 日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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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行帳號 : 034-10-0031581
戶名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20 年度總監黄進霖
2.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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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票抬頭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黄進霖
郵寄地址 : 500 彰化市彰興路 2 段 81 號
連絡電話 : 04-7376286
信
箱 : 3462dg1920@gmail.com
五、因應編錄印刷組及摸彩組的作業程序，請務必於期限內報
名完成。當天報名混亂中較易疏忽造成社友不悅，懇請
鼓勵大家提早報名，當天現場報名者，不但不能參加摸
彩，年會贈品提袋如不足也不提供，以及識別證當場手
寫不再準備影印機列印。
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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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年會主委 黃華芬 Melody

大里扶輪社 2019-2020 年下半年度爐邊分組表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第一組

朱一飛

呂武霖
林明華

吳明樹

張信賢

朱田源

陳增松

第二組

劉振銘

何昱興

陳錦章

何森德

曾杉源

林鴻達

第三組

陳通敏

賴輝梧

宋喜來

張家欣

黃健光

林進重

第四組

黃銘松
蔡永裕

洪有益

張辛庚

李彥錫

江漢泗

邱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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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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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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大里社呂誼蓁十月份報告
10/2 出發奧地利
第一次在火車上過夜，第一次去奧地利，超級超級興奮，重點我還
不用自己花錢，哈哈，好爽。

10/13 下廚
雖然不知道第幾次做菜，但珍奶誒，怎麼能不記錄一下呢！
沒有地瓜粉只好用普通麵粉，炸起來也不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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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9 去趴踢
人生中第二次趴踢，超嗨，早上四點才回家，轟姐還騙我去那裡不
會喝酒，所以在家裡先喝，結果到那裡又喝了兩罐...但是很爽~

10/20 阿公生日趴
因為阿公很喜歡傳統服裝，所以大家都穿上傳同服裝來參加阿公的
生日趴，這樣鄉村風格的裙子，一輩子也只有在德國穿得到了，不
要小看這一件，一件也要 2000 台幣起跳。

愛台灣的德國人
轟媽幫我安排羽球課，就在第一次上課的時候，教練和我說有一個
學生很會講中文，也要去台灣，超開心的，而且還很台灣幽默，每
個禮拜最期待羽球課，可惜他就要回台灣工作了，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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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 ～10/31 交換學生爬山
日
對，就是爬山，1930 好不容易
出去玩，竟然每天都有山給你
走，給你走到懷疑人生，看到人
生跑馬燈，沒路硬要開路走的那
種，真的氣死， 雖然湖很美，
照片笑容笑得燦爛，但是假
的！！！誰要去 1930 小心點！
（開玩笑的...）

這是我的第二個月了，雖然過得很好，經驗也很特別，但真
的好累，好消息是，我終於有德文課可以上了，真的不誇張，
來了兩個月，每天都是自己讀德文，讀到睡著，讀到懷疑人
生，還會被老師告狀睡覺，但轟媽很開心說沒關係，累了就
在家裡睡覺，感冒了，我要去學校，沒想到轟媽已經給你請
好假了，告訴我，沒關係，你是交換學生，下午再去上德文
就好，其他不重要，真的無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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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節目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2019-20 年 11-1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社長：張志偉
秘書：李龍翔
節目：張信賢
擔當
附
司儀
記

時間:上午9:00~17:00
曾杉源
地點:大買家門口
職業參觀~台積電公 時間:上午10:20 到達
1890 11/30 六 司(與基隆東南兄弟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七路李彥錫
江漢泗
社)
1號

1889 11/23 六 分區聯合捐血活動

1891 12/3 二 參加朱田源社友公子 時間:下午18 時28 分入席 張家欣
結婚喜宴
地點:新天地(崇德店)
1892 12/7 六 參加陳錦章前社長公 時間:中午12 時入席
子結婚喜宴

1893 12/14 六
1894 12/30 一
1895

1/6

一

1896

1/9

四

1897 1/20 一

張家欣

地點:新天地(崇德店)
時間:上午8:00~11:30
分區聯合親子健行路
地點:太平九二一震災紀念公何森德
跑活動
園
時間:下午18:30~19:00 用餐
社員常年大會
19:00~20:00 例會 朱田源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下屆第一次理事籌備
地點另行通知
李龍翔
會暨一月份理事會
九社聯合專題演講~ 時間:下午18:00-18:50 用餐
張光瑤前總監:扶輪
19:00 例會開始 黃健光
能圓滿生活並改善世 地點:菊園德芳旗艦店
界
近農曆過年休會一次

1898 1/27 一 農曆大年初三休會一
次

1899 1/31 五 PACK 請春酒暨大爐邊 地點另行通知

李龍翔

1900

李龍翔

新春團拜

日期.地點另行通知

※12 月分爐邊:第一組陳通敏、第二組黃健光、第三組宋喜來
※1 月分爐邊:第一組朱一飛、第二組劉振銘、第三組陳通敏、第四組黃銘松.蔡永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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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TRADE 高爾夫主委報告
發文日期 ：西元 2019 年 11 月 11 日
發文字號 ：霖總字第 20191111049 號
受 文 者 : 國際扶輪3462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 一、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年會高爾夫球賽
辦法暨高爾夫球賽報名表乙份
主 旨 : 函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舉辦之本
地區 2019-20 年度高爾夫球賽，如說明，會請查照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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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
一、 為提倡高爾夫運動，培養社員健康身心，促進本地
區各社友之友誼，特舉辦本地區 2019-20 年度高爾夫球
賽，並遵循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規劃辦理。
二、 比賽地點、時間及規定 :
1.主辦單位 : 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
2.比賽日期：2020 年 2 月 26 日(星期四)
3.比賽地點：彰化高爾夫球場
(彰化市大埔路 2 巷 101 號;電話 04-7135799)
4.比賽資格：限 3462 地區扶輪社員及配偶。
5.報名費 : 請以社為單位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每位
900 元。(報名後參賽與否概不退還)
6.截止日 : 自即日起至 2019 年 12 月 20 日額滿為
止，因球場容量限制名額 250 名，以報
名先後順序優先受理，報名額滿即不再
受理報名。
三、特別提醒參賽者，為順利完成比賽，須平均分配早
午場打球人數，優先在前 30 組內完成報名者，將
予維持報名場次。報名在 30 組後者由主辦單位調
整早午場次，造成不便，敬請諒解(依繳交報名費
完成時間算起)。
四、當天同組不足 3 人，由主辦單位安排併組。
五、獎項：
1.參加獎(高級禮品乙份，餐券 100 元)
2.比賽獎金暫訂 20 萬元，待報名編組後再詳細分配
並公告。
3.設二洞一桿進洞獎，獎金待報名編組後再公告(由
先進洞者獲獎)
六、報名窗口：彰化東區扶輪社
電話 04-7293445 傳真 04-7234048
E-mail:reast@ms62.hint.net
七、請以匯款或即期支票方式繳交：
1.電匯銀行：玉山銀行 彰化分行(銀行代號 808)
銀行帳號：0336-940-031787
戶
名：彰化縣彰化東區扶輪社李孟峰
※請註明扶輪社名，若以個人名義匯款請 email 告知
2.支票抬頭:彰化縣彰化東區扶輪社
郵寄地址:50065 彰化市中山路二段 351 號 11 樓 C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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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竭誠歡迎各社社友暨寶卷共襄盛舉，踴躍報名參加。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地 區 總 監 黃進霖 Maclin
地區高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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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敏汎 Power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台中市 1-4 分區 九社聯合親子活動
永久愛您路跑健行 工作分配及流程說明
日期：2019/12/14 (六)
時間：8:30-11:50
地點：太平 921 震災紀念公園
活動日 準備工作項目
時間

活動內容說明

07:30-08:30 活動相關最後確認

負責單位
助理總監

□ 舞台及現場硬體

副秘書長

□ 現場指示

大里社

□ 各社簽到 (執秘自行準備)

大里中興社

□ 桌椅、補給品定位
□ 美食區廠商到場
□ 完賽米到場
□ 扶青團到場 (大里國光社)
□ 公益廠商到場
08:30-09:00 報到聯誼

各社執秘

1. 社友簽到
2. 發放參加禮 (胸章)，有到現場的就可拿
3. 可開放現場報名 (需繳交 200 元報名費)
09:00-09:05 活動開場

太平社

主持人：大里社 Manpower/台中中一社 Peggy

太平洋社

請助理總監開場致詞
09:05-09:15 來賓致詞

太平社

1. 介紹長官及致詞

太平洋社

2. 確認到場長官，及上台致詞長官，並把名單遞交給主
持人
目前長官名單如下：
(1) 台中市政府運動局 局長 李昱叡
(2) 太平區長 許貴芳
(3) 李麗華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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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5-09:25 活力暖身操

太平社

青春飛揚 舞蹈團 帶動唱

太平洋社

09:25-09:30 將社友及寶眷指引往出發點集結

大里國光社
扶青團

09:30

10:00

鳴槍起跑：發令槍*2 (路跑健行時間約 1 小時)

太平社

**折返點時，需在號碼布上做記號

太平洋社

活動會場全區開放

大里國光社

1. 美食區 (提醒社友寶眷自備餐具)

扶青團

熱食：炒麵、關東煮、滷味、
飲品：紅茶、冬瓜茶
咖啡限量 200 杯
當季水果
扶輪餅限量 500 個
2. 親子同樂會開放
★ 套圈圈 遊戲方式：
 1 次 5 個圈圈
 套到水瓶之後用摸彩的方式決定自己的禮物
★ 推桿比賽 遊戲方式：
 1 次三社比賽，每人 3 球機會
 每局取一社進洞最多的晉級下一關
 最後取前三名
★ 九宮格沙包 遊戲方式：
 1 次 3 個沙包
 丟到指定數字內就可以獲得餅乾 1 包
3. 舞台周邊活動
 行動圖書車
 中華民國唐氏基金會 唐寶寶愛皂事 (暫定)
 大拇哥元氣養生按摩 (暫定)
 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組反毒宣導
4. 完賽禮發放：憑號碼布(需有折返記號)可兌換完賽米
(3kg)1 包

霧峰社
烏日社
中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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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現場環境清潔維持

夢想家社

舞台節目活動 (持續募集中)

Manpower+Peggy

1. 青舞飛揚舞蹈團 (15 分鐘)

太平社

2. POLA 歌舞秀 (15 分鐘)

太平洋社

11:30-11:40

介紹 1-4 分區 助理總監團隊及各社社長/秘書

Manpower+Peggy

11:40-11:50

摸彩 – 禮品募集中

大里社

10:30-11:30

大里中興社
12:00

場地復原

全體社友

1. 垃圾集中
2. 桌椅集中
3. 剩餘物資分配
4. 週邊指示淨空

★★★★★★★★★★★★★★★★★★★★★★★★★
★★★★★
12/14 日九社親子活動（太平 921 震災公園 5k 健走、路跑）
即將到來，請利用 12/14 日前的各社例會、理事會再加強宣
導以下重點：
1.理事會請提案為了社友、夫人全身心健康，建議統一由社
替全體社友、夫人報名繳費-保證物超所值。
a.每人一包 3 公斤大里米
b.總監提供 10000 元、牛樟活體菌芝、登機箱、1-4 分區助
理總監團隊、社長、祕書共提供 30 項大獎。
2.鼓勵社友捐童書給偏鄉行動圖書車
3.有備卡拉 ok 舞台車：鼓勵自由上台表演。
4.協助募集親子遊戲小禮物：套圈圈、九宮格..，每社提供
遊戲禮物 20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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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泰大里扶輪少年服務團證書

28

關懷訪視獨居長輩家屋修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