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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14日第 37期第 11卷

 

※※※第 1883 次例會※※※ 

歡迎!蒞臨! 
烏日社 Wasabe PP 

RYE 內規及接待家庭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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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至軍.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 

社訓練師:廖至軍  RCC 主委:張家欣 



2 
 
 

本 週 例 會 2019 年 10 月 14 日  第 1883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四天的連休假日大家是否玩的盡興，相信大家都過的非
常充實。 

    今天很高興邀請烏日社大咖人物Wasabe PP蒞臨，因為
今年我們第一次擔任接待家庭，與外國孩子間的相處真是一
門學問，烏日社在交換學生這塊非常有經驗，相信他的分享
非常的寶貴。 

    下星期例會變更這星期四(17日)晚上舉辦10份大組爐
邊，感謝10月份三位爐主PACK、BANK、A-KI辦在頂園燒鵝担
仔廚房(太原店)，請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喔! 

    27日(星期日)我們分區聯合舉辦C肝篩檢，本社輪值時
間早上10:00-12:30，請社友鼓勵自家員工作篩檢，也能動
員社區民眾踴躍來篩檢。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ARC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西元 2019 年 10 月 9 日 
發文字號：霖總字第 20191009035 號 

正本受文者:長期交換計劃LTEP 

大里社、大里國光社、霧峰社、台中中一社、台中西屯社、 

台中南屯社、台中無限夢想家社、八卦山社、花壇社、 

鹿港東區社、溪湖社、彰化東南社、彰化東區社、 

彰化松柏社、彰化南區社、彰化福興東區社、南投南崗社、 

草屯中央社、竹山社、水里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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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交換計劃STEP 

大里國光社、太平社、烏日社、霧峰社、台中中一社、 

台中北區社、台中西南社、台中松竹社、北斗社、鹿港社、 

彰化南區社、日月潭社 

附  件： 1.LTEP長期甄試說明&報到時間表 

 2.STEP短期甄試說明&報到時間表 

   3.彰化藝術高中位置圖 

主  旨：函請通知 貴社2020-2021年度長期及2020年短期交換申

請學生與家長，準時參加甄試，詳如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原訂 10 月 19 日假彰化藝術高中舉辧的長、短期交換甄試活動，因

台電施工影響當日正常供電，故順延一天至 10 月 20 日，造成不便之處，

敬請見諒。 
二、長、短期甄試採分別報到、分開進行，長期甄試說明請參閱附件一，

短期甄試說明請參閱附件二，懇請準時參加甄試，未參加甄試者視同放

棄，將取消資格。 
三、甄試日期：2019 年 10 月 20 日(星期日)。 
四、甄試地點：彰化藝術高中，位置圖請參考《附件三》。 
[Google 請導航👉八卦山生態遊客中心後，車輛統一由東  側門進

入校區]。 

五、長期交換甄試費用 NT$1,000，短期交換甄試費用 NT$800  

(含面試、茶水、文書資料、場地…等支出)，請備妥整數現金繳交，

現場恕無法找零。 
六、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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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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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2地區台中市1-4分區 
2019~20年度臨時社長、秘書聯席會議決議 

一、 時間：2019 年 10 月 6 日 (星期日) 
二、 地點：日月湖日本料理 (台中市西區東興路三段 154 號) 
三、 出席：應到  25  人、實到   23  人、缺席  2   人 
四、 主席：霧峰社社長 王素勤 Angel、烏日社社長 劉書宏 Fire、 

大里中興社社長 許銘德 Youcan 
五、 司儀：霧峰社秘書 邵旭秀 Stock、烏日社秘書 魏芳洲 Cooler 

大里中興社秘書 林樹全 Happy 
六、 介紹來賓：無 
七、 主席報告：略 
八、 上次會議報告：8/24 臨時社秘聯席會決議 (參照 P-25) 
九、 提案討論： 

案由 1：國際扶輪 2019-20 3462 地區海外國際關懷服務之旅，邀請

1-4 分區社友伉儷同行（柬埔寨~金邊+吳哥窟+高爾夫三場

七日遊） 
      提案人：副秘書長 Cylinder  

 說  明：請參 附件 1 (P-5) 
 決  議： 

1. 活動日期為 12/12-12/18，請各社放在社刊上，自由報名參

加，記得 12/14 有分區親子活動 

2. 照案通過 

 

案由 2：2019 年 11 月 23 日(星期六)辦理九社聯合捐血活動詳細相

關事宜，報告各社現況。           提案人：分區副秘書

長 Cylinder 
 說  明： 

1. 各社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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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贈品由廠商分送各駐站點 
3. 經費預算如下 

11/23聯合捐血活動收入 11/23聯合捐血活動支出 

社別 金額 支出項目 數量 金額 

霧峰社 13,000 贈品霧峰香米糙米 650份 110,500

大里社 13,000架設棚架5站 10架 5,000

太平社 13,000   

烏日社 13,000   

大里國光社 13,000   

大里中興社 13,000   

太平洋社 13,000     

台中市中一社 13,000     

台中無限夢想家社 13,000     

合計 117,000合計   115,500

 決  議： 
1. 烏日社與夢想家社的日期及地點，因 11/23 已有其他社團

預訂，故改至 11/16(六)，地點為烏日仁德社區活動中心 

駐 站 點 主 辦 社 日期、時間 

1.大里區大買家 
(台中市大里區國光路二段710號) 

大里社 11/23 

大里中興社 09:30-16:00 

2.霧峰農會前（四德路） 
(台中市霧峰區四德路10號) 

霧峰社 
台中市中一社 

11/23 
09:30-16:00 

3.烏日仁德社區活動中心 
  (台中烏日區信義街116號) 

烏日社 
台中無限夢想家社 

11/16 

09:30-16:00 

4.太平區太平國小前 
(中市太平區中興路35號) 

太平社 11/23 

太平洋社 09:30-16:00 

5.月光流域對面 
  (西區公正路83號) 

大里國光社 11/23 
10:00-17:00 



6 
 
 

2. 草悟道社將共同出席捐血活動，與國光社一同 

3. 每站禮品數量改為 130 份 

4. 照案通過。 

 
案由 3：請討論本分區九社專題演講聯合例會案  提案人：助理總

監 Paint 
 說  明： 

1. 舉辦日期：2020 年 1 月 9 日(星期四) 
2. 舉辦時間：18:00~20:10  

用餐時間：18:00~18:50、例會 19:00 開始 
3. 舉辦地點：菊園旗艦店 
4. 主講人：前總監張光瑤 Concept 
5. 題目：扶輪能圓滿生活並改善世界 
6. 經費：預計餐費 3,500 元/桌，請各社認桌 
7. 主講人車馬費、紀念品、紅布條(主辦社大里社負擔)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 4：九社聯合晚會暨助理總監之夜討論案 提案人：副秘書長 

Cylinder  
 說  明： 

1. 預定時間：2020/05/23(星期六) 
2.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德芳南路店) 
3. 助理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舉辦日期 05/12(星期二)，地點霧峰

球場。10:30 報到、11 點整開球，由永久愛你球隊主辦 
4. 晚會相關細節及經費、工作分配將於第三次社秘提出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 5：台中無限夢想家扶輪社為腦麻人士舉辦之地板滾球活動，

邀請各友社一同參與  提案人：台中無限夢想家社 Claudia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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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中無限夢想家扶輪社將腦麻人士的地板滾球活動，發展

為本社特色社區服務活動之一。除了幫助腦麻人士、行動

不便、銀髮族群可以培養手腳協調度與舒展筋骨，也在活

動過程中，培養大家的彼此尊重和同理心，增進社友的互

動和情感。 
2. 除了定期舉辦地板滾球活動，也正在尋求製作宣傳短片，

讓該活動也可擴大到地區層次，獲得大家對該議題的重

視。 
3. 歡迎其他友社一起來參與運作的有： 

(1) 各社組團，一起來打球，一團團員最少三人，隊長一

人。團員可以是隊長。 
(2) 各社團員、隊長可以協助活動前後，準備與整理之服

務事宜。 
(3) 有興趣之友社，可以共同出資（一社一萬元）拍攝影

片，推廣此一「運動無障礙」的地板滾球活動。出資

之友社，會在影片花絮中，出現在名單中。 
(4) 分區十社聯誼活動中，1-4 分區各社可組團參與比賽。 

4. 更多細節內容請附件 2  
 決  議： 

1. 下次有比賽可以先行通知，並邀請分區友社一同參與 

2. 各社帶回理事會討論，請各社踴躍報名參與 

3. 照案通過 

 
案由 6：C 肝篩選暨反毒宣導活動案      提案人：大里中興社 
YOUCAN 
 說  明： 

1. 希望各社先提報社員、公司員工想做 C 肝篩選的人數，每

社可達 100 名 
2. 各社的經費 2 萬元可由每名 200 元加入，不夠的部份各社

可在 10/6 當天的社秘會議中，提議經費不足如何集成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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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再議。 
3. 反毒各社 5000 元說明：由中興社長提出方案已成，所以

十社 5 萬元經費，各社不用再支出，由 YOUCAN 社長歡

喜金支出(各社 5000 元) 
4. 10/27 日活動當天十社聯合舉辦 C 肝篩選、反毒漫畫比

賽、衛教與毒品須知，講師團已定 5 名講師，來進行上、

下午 5 場次。 
5. 從早上的 9:00 開場，會有新聞媒體、工會來安排各場次

的採訪報導，希望各社社長與分區、地區長官先安排時間

點，可讓各新聞媒體安排訪問點。 
6. 各社義工 10 名共同參與，以利安排分組個項目流程分工。 
7. 僑泰中學支援二名學生幫忙頒獎。 
8. 活動進行，節目內容正接洽中。 
9. 停車場規劃 
10. 主場地講台舞台規劃 
11. 反毒學生作品展出點規劃 
12. C 肝篩選場地 (僑泰中學大禮堂)10/18 日會與中山醫院團

隊到場 
13. 1-4 分區十社 10/6 日社秘合議後定案，共同支援、分工把

這次公益項目達成完滿，呈現扶輪精神。 
 決  議 

1. 煩請社長秘書協助多加宣傳，邀請社友、寶眷、親朋好友、

公司員工…一同參與此活動 

2. 社長秘書需與媒體前面留影再結束離開 

3. 每社將需 4-5 位義工協助 

4. 其他相關事宜及活動細項，將於群組內宣達 

5. 照案通過，敬請多加配合 

 
案由 7：請討論九社聯合親子活動案     提案人：副秘書長 
Cyli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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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說  明：請參閱 附件 3(P-17) 
 決  議： 

1. 各社分攤金 5,000 元/ 社(必繳) 

社友人頭費用 300 元 x 各社人數 (必繳) 

報名費 200 元/ 人(自由參加) 

2. 請各社放在社刊上，並鼓勵社友們踴躍報名參加 

3. 報名截止日期：11 月 30 日 

4. 照案通過 

 
案由 8：請討論全國首創『田中環鎮愛心巴士免費公車啟航』募集

經費,田中鎮洪鎮長麗娜誠摯邀請 3462 地區各扶輪社及 1-4 分區各

社共襄盛舉。                           提案人：烏日社 Fire 
 說  明：請參閱 附件 4(P-29) 
 決  議：照案通過，請各社盡力幫助宣傳。 

 
十、 臨時動議： 

1. Pola 社長：台中中一社在 12 月 15 日(星期日)將舉辦單身

Party，敬邀各社未婚社友或小扶輪參加。 

2. Cooler 社長：第三次社秘日期訂在 1 月 10 日(星期五)晚上 17

點，地點再另行通知。 

3. Par 社長：10/14(一)召開第二次生命橋樑助學計劃開課前準備

工作彙報下午 14 點，地點在國美館春水堂，請各位社長記得

來參加。 

4. Peggy 秘書：台中市政府教育局有反毒宣導車，可以向他們請

教 10/27 (日)這天是不是可以租借。 

5. 副秘書長 Cylinder：12/14(六)親子活動場地在太平 921 地震公

園，但因為沒有與公家機關合辦，需收場地費約 7,000 元，若

社長秘書知道有什麼方法可以免收費用的話，可與助理總監

團隊討論。 

十一、 聚會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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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本(10)月大爐，將由 Pack,Bank,A-ki 等三位爐主，於本

月 17 日(星期四)18:30 假頂園燒鵝担仔廚房(北屯區太原路

三段 639 號，電話:04-2435-0987)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參

加，請大家踴躍參加，謝謝! 

 

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2019 霧峰阿罩霧公益馬拉松 – 
活動時間：2019 年 10 月 20 日(星期日) 06：00~13：00 

活動會場：立法院中部辦公室(台中市霧峰區中正路 734 號) 

集合起跑點：立法院中南部服務中心(圓環前)。 

項目/組別 全馬挑戰組 初霧半馬組 歡樂健跑組 悠閒親子組 

公里數 42KM 21KM 12KM 4KM 

鳴槍時間 06:00 06:10 06:20 06:30 

限制時間 7 小時 4 小時 2 小時 1 小時 

 

SAM 節目主委報告 

今日主講人:烏日社 阮仁川 Wasabe PP 

講題:RYE 內規及接待家庭分享 

2019-20 地區職務: 

地區 RYE 行政事務委員會交換推廣公關組副組長      

地區 RYE 行政事務委員會活動餐飲協調組組長        

地區青少年領袖營(RYLA)副主委兼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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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日扶輪社青少年交換(RYE)派遣規範 

一、 派遣扶輪社 

1、 設 RYE 主委一名，負責 Outbound 學生甄選及接待學校協
調，一任二年。 

2、 設 RYE 顧問一名，負責 Inboud 學生接待家庭協調及學生

在校期間發生問題的處理，一任二年，顧問需保管 Inboud
學生護照。 

3、 本社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由當屆理事及 RYE 主委與顧

問組成。但參加甄選之派遣學生家長不得擔任甄選委員會
之委員。 

4、 申請參加 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申請資格須符合本地區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之規定。 
5、 本社每年推薦長期交換學生最多2位，因接待狀況良好則

依比率可增加一名」為原則。(但並非保障名額)。 

6、 Inboud學生來台應由第一棒接待家庭、社長、主委及顧問
前往接機，由最後一棒接待家庭送機。 

7、 接待學校之選定由社長、秘書、RYE主委負責協調溝通。 

二、 本社社內報名甄選辦法 
1、申請參加RYE長、短期交換計劃之學生，甄選資料由主委審

核後送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經由社面試、甄選合格並經

理事會通過後推薦，由社長、社長當選人、主委、顧問等人
簽名後掛號向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報名。 

    2、參加長期交換甄選的學生年齡需為 15-18 歲(派遣日期前不

得超過 18 歲。 
    3、短期交換計畫交換類別: 
       A.暑期營隊(CAMP)大約 10-20 天，年齡限制:依各營隊規定

之 15~25 歲男女學生或社會青年。 
       B.家庭對家庭交換(Family –Family)大約3-6週，年齡限制:  

          15~19歲(或older)之男女學生，年齡性別配對依雙方同意而

定。 
4、Outbound學生甄試前填寫接待家庭名單順序表資料，請派遣 
   學生家長自行排定，若有問題請顧問幫忙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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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nbound學生來台前，主委及顧問應先召開接待家庭協調會 
   議。確認Inbound學生來台居留日期與協調接待日期。 
6、派遣優先順序: 

       以社友子女優先，其次為社友第三代，最後為非社友子女。 
       同順序者，以年齡較大之學生優先。 
       同順序且派遣學生年齡相同者，則以社友入社年資久者為

優先。 
   前開條件相同者以接待家庭有接待經驗相關為優先。 

三、 社友擔任接待家庭規則   
1、派遣之家庭，應繳交地區規定費用外，還需繳交本社規定 RYE 

(基金)費用壹萬元及 RYE(學校)費用肆萬元及保證金拾萬元， 
完成接待後無息退還保證金。 

2、派遣學生之家長，每派遣壹名學生，即有義務擔任接待家庭

並接待交換學生(Inbound)累計實際時間共壹年或肆季(3-4
次)。 派遣家庭學生遭遣返時，不影響所立承諾書內容之履
行。 

   3、尚未完成接待責任之社友，應有優先擔任接待家庭之義務。 
   4、有意願派遣學生之社友，可提前先擔任接待家庭，並折抵接

待義務。 

   5、派遣學生家庭擔任第一棒接待家庭，應為學生取中文名字，
帶學生至學校辦理註冊及學生證，並到移民署辦理居留証，
若遇到派遣學生家庭無接待經驗者，得由其他社友擔任第一

棒，並請派遣學生家長辦理學校及居留證相關事項。  
   6、第一棒交接給第二棒前，應先告知預備接待之家庭。   
   7、每換新接待家庭之第一天，應先告知學生 6D 的規定。 

四、  Outbound 派遣學生(學校)費用用途 
   1、地區甄試入選後，派遣家庭應繳相關費用 

編號 應繳相關費用 金額 備註 

1 派遣費 95,000 交給地區 RYE 

委員會(含今年增
加費用10,000元)

2 接待費 85,000

3 交換學生(學校)費用 40,000 交給 
社裡 4 交換學生(基金)費用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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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計 230,000  

貳拾叁萬元，其中壹拾捌萬元交給地區 RYE 委員會，另回撥
費用約捌萬伍仟元給本社，扣除地區代辦事項費用等約剩台
幣柒萬多元，作為 Inbound 學生學校費用支出(如學雜費、

註冊費、中文費、制服、交通費、書本…等等)及每月零用金
台幣二仟伍佰元之開銷。另肆萬元為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及壹
萬元作為基金費用,並簽立對本社之承諾書。 

2、 Outbound 學生確定派遣出國後應在該年度 12 月底前繳付 RYE

交換學生(基金)台幣壹萬元及 RYE 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台幣

肆萬元。 

3、當地區回撥費用及 RYE 學生(學校)與(基金)費用不足時,派遣
家庭應補足，若有剩餘時捐為 RYE 基金。 

五、 RYE 交換學生(基金)費用用途 

1、RYE 交換學生基金來源: 
派遣家庭認捐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社裡提撥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社友自由樂捐。. 
2、頒發參加長、短期交換學生計畫之學生獎學金每位 2,000 元。

(於交接典禮中頒發) 

3、提撥貳萬元作為接待家庭零用金，以接待天數給接待家庭零用
金。 

4、Inbound 學生旅遊房間的費用。 

5、因接待 Inbound 學生所產生之費用。(如布條、RYLA 交通費…
等) 

6、特別費用支出應提理事會討論。  

六、 Outbound 派遣學生與 Inbound 學生的義務 
1、Outbound 學生出國前應至社裡例會中作行前報告。 

  2、Outbound 學生歸國後應至社裡例會作歸國報告分享心得。 

  3、Inbound 學生應在例會以中文介紹自己的家庭與國家。 
  4、Inbound 學生在離台前應在例會中演講交換學習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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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諾   書  (附件三) 

本人子女_______________於________ ~_______年度由烏日

扶輪社推薦參加青少年交換計劃(RYE)基於使用付費公平與

回饋原則承諾以下事項: 

1. 遵守並執行由烏日扶輪社理事會有關青少年交換計劃

(RYE)  之相關決議事項。 

2. 同意接待交換學生(Inbound)累計實際時間共壹年或肆季

/次(派遣家庭學生遭遣返事件時不影響一切承諾執行)。 

3. 交換學生(Inbound)若未於當年度經地區(RYE)委員會派

達時不影響本人之權利與義務及承諾。 

4. 需負擔費用計有(1)RYE 交換學生基金 10,000 元 

               (2)RYE 交換學生學校費用 40,000 元 

               (3)當地區撥回費用及前 2項不足時,派

遣家庭須補足，若有剩餘時捐為 RYE 基金。 

               (4)第(1)(2)項費用需該年度 12 月底前 

                  繳付。  

                 (5)派遣家庭保證金壹拾萬元整。待結束

應盡接待義務後無息退還。 

5. 派遣/接待若已確定，而派遣學生會家長放棄派遣時接待

之責任義務亦須執行。 

 

承 諾 人  :________________ID___________________ 

承諾人配偶:________________ID___________________ 

推 薦 社 友:________________ 

(負連帶承諾責任)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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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 相關事項：(內規) 

1、 頒發派遣學生獎助金 

2,000 元。 

2、 RYE 交換學生規則  

A、 派遣家庭應繳貳拾叁萬元，其中壹拾捌萬元交給地

區 RYE 委員會，另回撥費用約捌萬伍仟元給本社，

扣除地區代辦事項費用等約剩台幣柒萬多元,另外

肆萬元為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及壹萬元(基金)費

用，並簽立對本社之承諾書(多不退少補)。 

B、RYE 交換學生基金部份如下: 

甲）、 派遣家庭認捐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乙）、 社裡提撥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丙）、 社友自由樂捐。 

丁）、 以上費用不夠時由派遣家庭負責。 

C、依 2017-2018 年度第 28屆社員大會決議辨理: 

自 2018-2019 年度應收派遣家庭保證金拾萬元，待結

束應盡接待義務後無息退還。 

3、 青少年交換 RYE 基金累計金額超過拾萬以上 

超過部份金額提撥 50%，做為社區服務費用,但當屆使用上

限不得逾叁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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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張志偉
秘書：李龍翔
節目：張信賢 2019 年 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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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3 10/14 一 專題演講~烏日社前
社長阮仁川Wasa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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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錫 

1884 10/17 四 10月份大組爐邊 
時間:下午18:30用餐 
地點:頂園燒鵝担仔廚房(中
市北屯區太原路3段639號) 

廖至軍 

1885 10/27 日 1-4分區C肝篩檢防治
季法治教育反毒運動

時間:上午8:30~17:00 
地點:僑泰高中大禮堂 

張辛庚 

1886 11/4 一 變更大里僑泰扶少團
成立大會 

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黃健光 

1887 11/8 五 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
慶典暨聯合例會 

時間:下午17:30~18:00註冊 
         18:00~19:00例會 

地點:菊園德芳南路店 
李龍翔 

1888 11/18 一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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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9 11/23 六 分區聯合捐血活動 
時間:上午9:00~17:00 
地點:大買家門口 

曾杉源 

1890 11/30 六 
職業參觀~台積電公
司(與基隆東南兄弟
社) 

時間:上午10:20到達 
地點: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七路
1號 

李彥錫 
江漢泗 

1891 12/7 六 參加陳錦章前社長公
子結婚喜宴 

時間:中午12時入席 
地點:新天地(崇德店) 

張家欣 

1892 12/14 六 分區聯合親子健行路
跑活動 

時間:上午8:00~11:30 
地點:太平九二一震災紀念公
園 

何森德 

1893 12/23 一 社員常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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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4 12/30 一 電影欣賞 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張信賢 

※10月分爐邊:第一組黃銘松、第二組呂武霖、第三組洪有益 
※11月分爐邊:第一組賴輝梧、第二組劉振銘.林鴻達、第三組江漢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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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台中市 1-4 分區 2019-20 年度 

扶輪救肝苦 C 肝篩檢暨反毒宣導活動  

計劃說明書 
一、 指導單位：台中市政府衛生局、國際扶輪 3462 地區總監辦事處 

二、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霧峰扶輪社、大里扶輪社、太平扶輪社、 

烏日扶輪社、大里國光扶輪社、大里中興扶輪社、太平洋扶輪

社、 

台中市中一扶輪社、台中無限夢想家扶輪社 

三、 協辦單位：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私立僑泰高級中學、三安照護協會 

四、 執行單位：國際扶輪 3462 地區  大里中興扶輪社 

五、 活動日期：2019 年 10 月 27 日 

六、 活動地點：私立僑泰高級中學   

七、 活動時間：9:00‐16:00 

八、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皆可免費參與 

九、 活動費用：活動全程免費 

十、 活動流程及說明 

 B1 禮堂舞台活動 

時間 活動內容 說明 

9:00-9:05 活動開場  典禮主持：中一社  Peggy (暫定) 

9:05-9:20 長官致詞  1‐4 分區助理總監  何森德  Paint 

9:20-16:00 

C 肝篩檢 

腹部超音波檢測 

反毒宣導比賽

得獎作品展覽 

 開放民眾進行 C 肝篩檢及腹部超音波檢

測 

 現場同步進行反毒畫展 

9:20-9:50 愛肝講座 

 講座內容：肝病治療現況 

 主講者：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肝病個案管理師  張秋純 

 參加者可獲得肝病資訊資料 

10:00-10:30 護肝飲食講座 
 講座內容：明日常生活肝臟保健原則 

 主講者：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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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病個案管理師  林韋酉 

10:50-11:10 反毒比賽頒獎 

 安排地區總監 Maclin 或其他長官頒獎 

 國中組 1‐3 名、佳作、入選 

 高中組 1‐3 名、佳作、入選 

11:20-11:50 反毒講座 
 講座內容：確認中 

 主講者：春風社  CP   

13:30-14:00 護肝講座 

 講座內容：肝臟腫瘤之檢查  (察)新知 

 主講者：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健康管理中心主任  林敬斌醫師 

14:30-15:00 反毒講座 
 講座內容： 

 主講者：台中西北社 

 

 1F 廣場舞台 

時間 表演內容 表演團體 

  僑泰中學  儀隊  表演  僑泰中學  儀隊 

  僑泰中學  樂團  表演  確認中 

 廣場舞台活動募集中，歡迎大家提供精彩舞台表演 

 

十一、 C 肝篩檢流程規劃  (暫定) 

項目  內容  說明 

第一站  填寫問卷 

1. 利用問卷調查是否有無 BC 肝病史，

及肝硬化還有家族史 

2. 若初步結果是 BC 肝高危險群，當天

會進行超音波檢查，再協助掛號到中

山附醫就診。 

3. 敬請民眾攜帶健保卡或身份證 

第二站  抽血站  血液檢查  GOT/GPT   

第三站  超音波檢查  依問卷結果篩選是否進行超音波檢查

項目 

 以上內容暫定待，待 10/18 (五)  與中山醫學大學開會後，將確認最後

流程、步驟及相關配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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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反毒宣導規劃 

項目  內容  說明 

1  繪畫比賽頒獎  邀請得獎同學領及長官授獎 

頒獎時間：10:50‐11:10 

頒獎地點：B1 禮堂 

2  得獎作品展示  依組別，將得獎作品展示於禮堂

外展示 

3  反毒講座  2 場反毒講座  (11:20/14:30) 

地點：B1 禮堂 

4  反毒資料展示  反毒資料，供現場民眾索取 

攤位地點：1F 廣場 

 

十三、 活動預算規劃 

收入 

項目  金額  備註 

大里社、烏日社、大里國

光社、大里中興社、中一

社 

100,000 一社 20,000 

霧峰社 6,000 30 位社友 

太平社 7,200 36 位社友 

太平洋社 3,600 18 位社友 

無限夢想家社 2,800 14 位社友 

地區獎助金 50,000 C 肝活動 

地區獎助金 35,000 反毒繪會比賽 

1-4 社長贊助款 50,000 1-4 分區每位社長 5,000 

霧峰社社區服務贊助款 10,000  

合計  264,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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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  (暫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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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工作分配表   

 各社到場時間分配 

時間  社別 

8:00‐10:30    霧峰社、太平社 

10:00‐12:30  大里社、無限夢想家社 

12:30‐15:00  烏日社、國光社 

14:30‐17:00  太平洋社、中一社 

 服務項目： 

1. 協助民眾進行資料填寫  (確認是否有攜帶身份證或健保卡) 

2. 協助醫護人員進行抽血活動 

3. 抽血完後發放小點心給民眾 

4. 指引現場民眾至相關位置 

 以上為目前確認項目，更多細項內容，將進速提供 

 

十五、 活動待確認項目： 

1. 1F 廣場 

□ 舞台表演節目確認 

□ 音響設備確認 

□ 舞台活動主持人確認 

□ 廣場反毒攤位單位確認 

2. B1 禮堂 

□ 反毒講座內容及人員 

□ 主講者的硬體需求 

□ 抽血流程確認 

□ 得獎作品展示方式 

□ 廁所位置 

3. 其他 

□ 活動名稱確認 

□ 協辦單位確認 

□ 礦泉水 

□ 抽血民眾來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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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場地配置圖 

 活動地點位置 

校園全區皆可停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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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 禮堂(主會場)配置 

場外配置 

 

 

 

 

 

 

 

 

 

 

 

 

場內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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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觀品園庭園造景! 

          最嘉勇士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