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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長：黃英智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呂武霖    新世代主委：李龍翔 

  副社長：呂武霖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江漢泗    節 目 主委：宋喜來 

  秘  書：張信賢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張志偉    出 席 主委：吳明樹 

  財  務：陳錦章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何森德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糾  察：洪有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劉振銘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2020-2021 年度理事~~黃英智.張志偉.
洪有益.何森德.林進重.張家欣.黃銘松.
陳錦章.黃健光.呂武霖.李龍翔.張信賢.
蔡永裕 
社訓練師:林進重  RCC 主委:邱寶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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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20 年 7 月 13 日  第 1922 次 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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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與會貴賓致詞 

總監致詞(Bed) 

助理總監致詞(Hotel) 

新社友宣誓(請總監 監誓、社長陪誓) 

助理總監贈送全體社友紀念品 

本社致贈社長就任紀念品(Hero 代表致贈) 

本社致贈秘書就任紀念品(Arc 代表致贈) 

糾察報告 

出席報告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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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納克 Holger Knaack 是德國

Herzogtum Lauenburg-Mölln 扶輪社

社員，他已被選為 2020-21 年度國際扶

輪社長。 
   
為了建立更壯大眾多的社員人數，柯納克

說扶輪必須著重增加女性社員的人數並

將扶青團團員轉變為社友。 
  
柯納克認為「採取行動的人士」(Peple of 
Action)運動為公眾認識扶輪提供了新的

機會。他說「此一運動傳達了我們的全球

形象，同時仍然尊重地域和文化的差

異」。 
  
柯納克自 1992 年成為扶輪社員迄今，曾

任國際扶輪的財務、理事、主席、多個委

員會委員及主委、立法會議代表、地帶協

調人、訓練領導人及地區總監。 
  
他是永久基金/巨額捐獻顧問及 2019 年漢堡國際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共同主

委。 
  
柯納克是一家房地產公司 Knaack KG 的執行長。他先前是 125 歲家族企業

Knaack Enterprises 的合夥人兼總經理。 
  
他是 Ratzeburg 市公民基金會的創始會員，並擔任崮葛蘭貝克 Gut Grambek
高爾夫俱樂部的總裁。柯納克也是卡爾亞當基金會的創始人和會長。 
  
柯納克和他的妻子蘇珊娜 Susanne 是扶輪基金會和遺贈會(Bequest Society)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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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1 年度 RI 社長主題  扶輪打開機會 
我很榮幸將延續梅隆尼社長 President Mark Maloney 讓扶輪成長的堅決奉

獻。然而我不會要求各位要成長到特定數字，往往都會失敗。與其著重在數字，我
要各位思考我們要如何讓扶輪自然的且永續的成長。我們要如何留住現有社員，吸
引適合我們社的新成員? 
    我們必須奮戰達成這個難能的時刻―即我們終結小兒麻痺的努力獲得世界各
地肯定的時刻―並且未雨綢繆，趁時改革。 
    扶輪漸漸衰退且年齡偏高。 
    時間不會為我們停下腳步。 

扶輪必須改變，也將會改變。即使有些扶輪社友會抱怨扶輪變得不像他們舊日
時光的扶輪，我們還是必須改變。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建立新的扶輪社模式，重新思
考加入扶輪社的意義。年輕人應該是建設這些新扶輪社的人。 
    我們已經消除人為的年齡限制。讓扶青社社員決定何種扶輪經驗對他們最好。
任何曾與扶青社社合作的人都知道這些年輕人很聰明、活力充沛，他們會把事情做
好! 
    因此，讓我們接受挑戰，為扶青社社員及年輕專業人士打開扶輪的大門。 

可是我們也要記得，成為扶輪社員沒有什麼適合的年齡。每個年齡都歡迎;每個
年齡都有重要的東西可以貢獻。當我們接觸年輕的扶輪社員，也別遺漏了其他人。 

要做這方面，我們必須仔細挑選新社友，確保使他們是適合的人選。也選對了
扶輪社，我們必須確保扶輪社符合他們的期望。認真看待，但慢慢來―你是在挑選
新的終生的朋友。 

我們必須要停止把新社員看成可以列入統計數字、然後就忘掉的人。每位新社
員都會讓我們改變一點。那個人會帶來新觀點、新體驗。我們必須欣然接受這種經
常的更新。我們向新社員學習， 吸收他們的經驗及知識，我們便可更強大。那就
是為何我們需要更多女性加入我們的扶輪社，更多女性擔任領導職位。 

我希望每個扶輪社至少每年舉行一次策略會議。每個扶輪社應該自問 5 年後要
成為什麼模樣，並知道它帶給社員的價值是什麼。 

扶輪提供機會，進行我們有能力執行及完成的服務計畫。 
扶輪給了我們許多人到世界各地把服務理念他為行動的機會。 
扶輪也提供了領導的機會。 
如同各位所見，扶輪不只是你加入的一個社團，它是一個提供無窮機會的邀請。 
扶輪為你打開機會，過著更豐富、更有意義的人生。 
和世界各地的朋友，以我們的核心價值為根基。 
身為扶輪社員，我們非常有幸能夠在這個美好的時刻，擔任我們組織的領導角

色。 
我們所做的每件事都會為某個地方的某個人打開另一個機會。 
因此，我們今年度的主題是:扶輪打開機會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柯納克 Holger Knaack   2020-21 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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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 地區 2020-2021 年度總監提名人 葉惟堯 Bed 
扶輪經歷： 

1998 年加入 南投扶輪社 

1999-2000 年 擔任節目主委 

2000-2001 年 擔任聯誼主委 

2001-2002 年 擔任社務服務主委 

2002-2003 年 擔任社長 

2003-2004 年 擔任糾察 

2004-2005 年 擔任國際服務主委，隨

Surgent 總監團隊赴泰北捐贈 

             一所華文小學校。 

2005-2006 年 擔任公共關係主委 

2006-2007 年 擔任公共關係主委 

2007-2008 年 擔任南投縣分區助理總監，接待芬蘭交換學 Heikki。 

2009-2010 年 擔任秘書，五月份擔任地區 GSE 團長帶領四位團員赴 

             美國 7210 地區訪視。 

2010-2011 年 擔任扶輪基金主委及地區 GSE 委員 

2011-2012 年 擔任扶輪基金主委及地區 GSE 委員 

2012-2013 年 擔任扶輪基金主委及地區 GSE 委員，承辦 WCS 活動結 

             合筑後姊妹社共同捐贈華山創世基金會一部老人送餐送醫服

務車。 

2013-2104 年  擔任國際服務主委，接待 D6900 GSE 訪問團。  

2014-2015 年  擔任聯誼主委，接待澳洲來訪 GSE 訪問團。 

2015-2016 年  擔任 RCC 委員，國際服務委員，世界社區服務委員。 

2016-2017 年  續任 RCC 委員，國際服務委員，世界社區服務委員。前總監聯

誼會在日月潭舉辦時擔任註冊組長。 

2017-2018 年  擔任社員委員會主委，地區職業訓練團體委員會(VTT)副主

委，地區扶輪課輔教學推廣委員會副主委，十一月份率團赴泰

北做台灣扶輪餅 VTT 活動，十二月隨團赴緬甸做國際醫療義診

動。 

2018-2019 年  參加多倫多世界扶輪年會 

              參加 DGN 訓練會 

              參加印尼日惹地帶訓練會 

2019-2020 年   參加馬尼拉地帶訓練會 

              參加聖地牙哥 IA 訓練會 

              鉅額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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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經歷: 

曾任: 

台灣區家具工業同業公會  理監事 

南投縣跨業經營交流協會  理事長 

南投縣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理事長 

中區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委員會  秘書長 

南投縣沙連堡文化藝術策進會  理事長 

竹山工業區廠商協進會  理事長 

南投縣家具商業同業公會  理事長 

逢甲大學中區企管系友會  副會長 

南投縣工業同業公會  理事 

南投縣進出口公會  常務理事 

南投縣家扶中心  委員 

台灣省家具商業同業公會  理事 

現任: 

全國家具商業同業公會聯合會  常務監事 

全國工業區廠商聯合總會  指導員 

南投縣古亭畚農村文化策進會  理事長 

南投縣守護竹山歷史文化協進會  常務監事 

彰化高中 57 級畢業校友會  會長 

 

工作經歷 

曾任: 
忠光貿易公司  業務 
四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生管員 
鹿谷股份有限公司  廠長 
鹿谷股份有限公司  外銷經理 
鹿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現任: 
啟富家具  負責人 
能通休閒農場  場主 
 
學歷： 
和雅國小 
中興一校 
中興中學 
彰化高中 
逢甲大學企業管理學系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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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 地區 2020-21 年度工作目標及活動計畫 

一、地區年度工作目標 

1.協助各社達成 RI 年度扶輪獎(RI 社長獎)目標 
2.成立創意性新社 
(1) 設立衛星社或以社區為基礎的扶青社擴展扶輪影響。 

3.每社須召開策略會議， 至少一年一次，策略會議，請深入討論: 
(1) 本社 5年後，要達到的願景為何? 
(2) 為達成此願景，該採取何步驟? 

(3) 本社將提供社員，何種價值?  
(4) 選派哪位社員，引領此責任？ 

  

二、地區年度服務計畫及活動規劃 
1.地區扶輪日: 與 3461 地區合辦。 
(1)日期: 2020 年 11 月 21 日 / 地點: 草悟道 

(2)活動主題: 宣揚根除小兒麻痺的成就、反毒遊行、公益、扶輪
公共形象提升。 
(3)社區優質文藝表演。 

(4)每社贊助活動費用新台幣 15,000 元 
 
2.生命橋樑助學計劃: 

(1)主辦社：台中東海社（講師及教練課程安排及經費）。 
(2)學校：勤益科技大學 
(3)學員：人數 40 名。 

(4)活動經費：新台幣 60 萬元 。 
(5)獎助學金︰個人捐新台幣 10,000 元 /人 ，成為學員一對一的

導師。 

 
3.國際營隊：日月潭國際營隊 
   (1)主辦社：日月潭社 

   (2)來自 15 個國家的學生共 15 人，台灣在地文化交流行程共 14
天，每社贊助活動費用新台幣 5,000 元。 

 

4.響應國際扶輪 End Polio 薩克斯風 2000 管破金氏世界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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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鼓勵薩克斯風同好(社友及寶眷)組團參加, 
(2)鼓勵每社贊助新台幣 5,000 元。 

  (3)贊助社將獲得年會敘獎;參與演出者將獲主辦單位頒予參加證

書。 
 
5. 根除 C肝篩檢活動 

   (1)愛肝扶輪社︰社友一人捐新台幣 200 元共同響應。 
   (2)C 肝大使︰個人捐新台幣 20,000 元，成為 C肝大使。 
   (3)C 型肝炎篩檢暨反毒公眾宣導活動（多社聯合承辦）。 

 
6.扶青團地區年會:2021 年 5 月 29 日 
 

7.地區扶少團幹訓＆扶少團地區年會 
(1)地區扶少團領導人訓練研習會:2020 年 7 月 18 日。 
(2)地區扶少團領導人訓練會議：各輔導社每社贊助新台幣 3,000

元 。 
(3)地區扶少團地區年會:2021 年 5 月 16 日。 
(4)地區扶少團地區年會：各輔導社每社贊助新台幣 7,000 元。 

 
8.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9.青少年領袖獎訓練營（RYLA) 
（1）目的：培養、儲備據領袖氣質的扶輪青少年。 
（2）日期：2021 年 1 月 31 日-2 月 1 日。 

（3）地點： 日月潭青年活動中心 
（4）辦法：每社至少推薦兩位 14 到 20 歲青少年參加，報名費每
位新台幣 3,500 元。 

           每社分攤新台幣 3,500 元，可抵一位報名費。 
 
10.馬拉松比賽移師台北舉行 

   (1)2021 年 6 月 12 日 
   (2)地點:台北市政府廣場-中正紀念堂 
 

11.扶輪友誼交換(RFE)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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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青少年服務計畫: 

(1)鼓勵各社派遣/接待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Rotary Youth 

Exchange)。 
(2)鼓勵各社派遣年齡較大青年參加 NGSE。 
(3)鼓勵各社派遣青年参加國際營隊。 

 
13.鼓勵全員訂閱台灣扶輪月刊，每人每年新台幣 700 元 
 

14.鼓勵推動台灣扶輪公益網 
 
15.法治教育暨反毒運動走入校園、社區 

   (1)講師費新台幣 2,000 元。 
   (2)活動設計：如寫作、演講、話劇、海報設計比賽或有獎徵答…
等。(獎項及禮物數量各社制定） 

 
三、地區年度國際扶輪基金捐獻計畫 
1. 鼓勵及增加全球獎助金或地區獎助金贊助服務計畫。 

2. 捐獻年度基金的社員人均捐獻額為至少 US＄100。 
3. 鼓勵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金及捐獻基金(永久基金)  
4. 巨額捐獻:鼓勵社員一次/累積捐獻 US＄10,000 以上。 

5. 指定用途捐獻:由助理總監協調。 
6.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1)地區全年度捐獻:鼓勵社員每人平均捐獻 NT600 以上。 

(2)提供碩士班＆博士班學生獎學金。 
(3)鼓勵捐贈冠名獎學金。 

7. 鼓勵參加扶輪國際會議: 

(1)2020 年扶輪地帶研習會:2020/12/4~2020/12/6，在新加坡。 
(2)2021 扶輪國際年會: 2021/06/12~16，在台北。 
(3)台北國際年會早鳥報名優惠(2020/06/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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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社長時間  

    總監 Bed 伉儷、秘書長 Smart 伉儷、助理總監 Hotel 伉儷、各

位同期社長、秘書、社友、夫人大家晚安，感謝大家能夠在百忙之

中，撥空來參加大里社社長的就職典禮，因為有您們的參與是對我
莫大的鼓勵。 

    六年前由 Land 前社長引薦我加入大里扶輪社，感受到這個大家

庭有著濃厚的人情味，來參加活動都受到大家寒暄問候又有趣，所

以就一腳踏入扶輪之路，才有機會擔任社長。 

    在大里社經常和社友一起參加社區服務，如扶輪之子獎助金、

衡山基金會房屋修繕、華山基金會年菜致贈、希望家園的中秋聖誕
關懷等活動。才了解扶輪的服務是如此深入且多元，更體會了弱勢

團體更須要關懷與照護，也唯有快樂的行善才能發揚扶輪的服務精
神。 

    大里社每個月還有我最期待的登山、路跑活動，最有趣的是在

賽道上和社友間彼此超越，透過激勵聲、嘲笑聲逼迫自己調整腳步

繼續前進，到達終點，享受喘氣、流汗後的放鬆心情，這就是參加
大里社的另一種樂趣。 

    37 屆是本社豐收的一年，新社友人數增加，使得氣氛更活絡歡

笑聲不絕於耳，感謝前社長 Hero、Cylinder 四處奔走，用心努力之

下促成了大里社僑泰扶少團的成立，讓大里社的新世代服務更加完
整，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我會秉持著大里社的典範，竭盡所能和
社友一起推動社務，擴展友社聯誼，完成 RI、地區設定的目標。 

    今年的扶輪主題是扶輪打開機會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也就是加入扶輪社能夠創造更多的服務、學習、領導的機會，以扶
輪核心價值為根基，來提升我們的生活，加入扶輪讓我們生活更充
實，擔任社長更是淬練人生的機會。 

   最後祝友社社運昌隆、在座各位身體健康、心情好天天快樂沒煩

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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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西元 2020 年 07 月 02 日 
發文字號：堯總字第 20200702001 號 
受 文 者：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一、 『扶輪社中央系統 』  

二、2020-21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流程表  
三、2020-21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時間表 

主  旨：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20-21 年度總監葉惟堯 Bed 及團隊
謹訂於 109 年 7 月 23 日起至 109 年 12 月 8 日止，至地
區所有扶輪社進行總監公式訪問，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檢附總監公式訪問時間表、扶輪社中央系統及公訪流

程表，惠請參閱。 
二、 2020-21 年度總監公訪資料「扶輪社中央系統」，請填

妥後於公訪前兩週寄給分區助理總監審閱，並惠請轉寄
電子檔至總監辦事處，以利總監到訪前知悉各扶輪社狀
況，讓會議進行溝通順暢。 

三、 國際扶輪基金及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捐獻名單，敬請於
公訪前一週將彙整之名單傳至總監辦事處，以利製作感
謝狀表揚。 

四、 公訪團隊隨行負責總監月刊採訪及攝影的社友，懇請  
貴社體諒執勤公務之辛勞，予以免收餐費，特此感謝。 

五、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20-21 年度 
                      地區總監 葉惟堯 Bed 
 
發文日期：西元 2020 年 07 月 02 日 
發文字號：堯總字第 2020070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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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1 年度地區基金費用

暨研習會費用，詳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一、依據 109.03.07-08 社長當選人訓練研習會 PETS 決

議案辦理。 
二、 
A. 地區基金費用:循往例以 109.06.30 在籍社員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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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每人繳交新台幣 800 元。 
B. 地區訓練研習費:因疫情影響，2020-21 年度僅舉辦

三次訓練研習會，故每社需繳交新台幣一萬元。 
三、請於 109.08.31 以前以匯款或支票方式繳交為禱： 
1. 電匯 

銀行: 台灣企銀-竹山分行 
銀行代碼 :050 
銀行帳號：53062076492 
戶名 : 葉惟堯 

2. 支票 
支票抬頭 : 葉惟堯 
郵寄地址 : 407 台中市西屯區福安三街 23-5 號 

四、敬請惠予協助配合，毋任感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20-21 年度 
                地 區 總 監 葉惟堯 Bed 
 
發文日期：西元 2020 年 07 月 06 日 
發文字號：堯總字第 20200706006 號 
受 文 者：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一、第 3屆地區年會提案討論案由 

二、2018-19 年度地區經費及總監辦事處各項活動收支報告
表 
三、2018-19 年度第二屆年會財務收支報告 

主  旨：霖總字第 20200629133 號公文延期收件，詳如說明及附
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依據前總監黃進霖 Maclin 於 2020 年 06 月 29 日發出

之霖總字第 20200629133 號函文，原訂各社於 7/10(五)
繳交決議公文，將延期至 7/ 29(三)。 

二、 依據 2019 國際扶輪細則 15.040.3 之規定地區年會
得通過關於地區重要議案之建議案。為順利進行此程序
謹通知各社敬請以公文方式回覆提案表決事宜。 
1. 敬請貴社於 7/ 29(三)前以公文方式提出決議， 若
逾期視同同意提案。 
2. 公文請傳至 3462dg1920@gmail.com 。 

三、 檢附 2019-20 年度地區年會之提案內容及其相關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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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四、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毋任感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20-21 年度 
地 區 總 監 葉惟堯 Bed 

 

 

BANK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內輪寶眷聯誼會學習課程通知: 

(1)寶眷活動 7 月 26 日(星期日)下午 1 點 30 分藍染大方巾開

課了！ 

(2)8 月 13 日(星期四)晚上 6 點 30 分瓶中藝樹賞上課，作品將

於 8 月 24 日總監公式訪問時展示，請各位夫人撥冗参加！ 

 

大里扶輪社 2020-2021 年上半年度爐邊分組表 
 七月 八月 九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第一組 廖至軍 李龍翔 張家欣 吳明樹 黃健光 宋喜來 

第二組 
張辛庚 
陳錦章 劉振銘 何森德 張志偉 黃銘松 江漢泗 

第三組 陳增松 陳通敏 
朱一飛 
陳淑娟 曾杉源 林鴻達 林進重 

第四組 賴輝梧 邱寶弘 林明華 李彥錫 蔡永裕 洪有益 

社  長：黃英智   秘    書：張信賢 

副社長：呂武霖   爐邊主委：朱田源 
新社友：林敬涵.徐榮森.林志彥.林仰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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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 2020-2021 年度例會節目表 

例會時間 變更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2020/07/06 
第 1921 例會 

7/5-7 
(日.二) 變更交接旅遊 花蓮 

2020/07/13 
第 1922 例會  社長首敲起爐宴暨七月理事會 

菊園 
旗艦店 

2020/07/20 
第 1923 例會  社長新政策及目標 .六大主委工作計畫報告 社館 

2020/07/27
第 1924 例會  專題演講:仁愛醫院許啓祥主任~肺腑之言 社館 

2020/08/03 
第 1925 例會 8/2(日) 慶祝父親節女賓夕活動 桃李河畔

2020/08/10 
第 1926 例會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議. 社館 

2020/08/17 
第 1927 例會   新社友職業報告 社館 

2020/08/24 
第 1928 例會  總監公式訪問 另訂 

2020/08/31 
第 1929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0/09/07 
第 1930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0/09/14 
第 1931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0/09/21 
第 1932 例會 9/19(六)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后里主辦) 

外埔 
布英雄 

2020/09/28 
第 1933 例會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慶生會.新社友職業報告 社館 

2020/10/05 
第 1934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0/10/12 
第 1935 例會  專題演講 另訂 

2020/10/19 
第 1936 例會 10/17(六)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爾夫聯誼賽(基隆主辦) 暫訂 

2020/10/26 
第 1937 例會  慶祝重陽節暨女賓夕活動 另訂 

2020/11/02 
第 1938 例會 11/6(五) 變更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慶典 菊園旗艦店

2020/11/09 
第 1939 例會 11/14(六) 變更參加東勢社授證 50 週年慶典 另訂 

2020/11/16 
第 1940 例會 11/21(六) 變更地區扶輪日活動 

台中市民
廣場 

2020/11/23 
第 1941 例會 11/22(日) 十社聯合捐血活動 大里捐血室

2020/11/30 
第 1942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0/12/07 
第 1943 例會  1-4 分區親子活動 另訂 

2020/12/14 
第 1944 例會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慶生會. 社館 

2020/12/21 
第 1945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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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12/28 
第 1946 例會  社員常年大會 社館 

2021/01/04 
第 1947 例會  一月份理事會暨下屆理事籌備會 另訂 

2021/01/11 
第 1948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1/18 
第 1949 例會  十社聯合例會~專題演講 另訂 

2021/01/25 
第 1950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2/01 
第 1951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21/02/08 
第 1952 例會  近農曆春節休會  

2021/02/15 
第 1953 例會  農曆春節休會  

2021/02/22 
第 1954 例會  新春團拜暨女賓夕活動 另訂 

2021/03/01 
第 1955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3/08 
第 1956 例會 3/6(六) 變更參加烏日社授證 30 週年慶典 另訂 

2021/03/15 
第 1957 例會 3/12(五) 變更參加基隆東南社授證 38 週年慶典 另訂 

2021/03/22 
第 1958 例會 3/21(日) 地區年會 中興大學

2021/03/29 
第 1959 例會 3/27(六) 基隆東南社高爾夫聯誼(大里主辦) 暫訂 

2021/04/05 
第 1960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4/12 
第 1961 例會  下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21/04/19 
第 1962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4/26 
第 1963 例會 4/24(六) 本社授證 38 週年慶典 另訂 

2021/05/03 
第 1964 例會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母親節(大里主辦) 另訂 

2021/05/10 
第 1965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5/17 
第 1966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21/05/24 
第 1967 例會  十社聯合例會助理總監之夜 另訂 

2021/05/31 
第 1968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6/07 
第 1969 例會  臺北國際年會 臺北 

2021/06/14 
第 1970 例會  臺北國際年會 臺北 

2021/06/21 
第 1971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21/06/28 
第 1972 例會  社長感恩晚會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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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社員主委報告~~~本社新血輪介紹 

◆姓名：陳淑娟 Monica 

◆姑爺：謝慶忠 

◆入社日期：2020.03.09 

◆生日：07.03 

◆職業分類：保險 

◆現職：三商美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 業務經理 

◆介紹人：張志偉 Hero 

 

◆姓名：林敬涵 Bill 

◆夫人：陳彥蓉 

◆入社日期：2020.07.13 

◆生日：03.26 

◆職業分類：消防工程 

◆現職：宜倫消防工程有限公司  總

經理 

◆介紹人：黃英智 Food 

 

◆姓名：徐榮森 Air con 

◆夫人：陳瓊雲 

◆入社日期：2020.07.13 

◆生日：02.18 

◆職業分類：冷氣空調 

◆現職：森鴻空調有限公司  總經理 

◆介紹人：黃英智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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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林志彥 Brunch 

◆夫人：謝雪芬 

◆入社日期：2020.07.13 

◆生日：03.12 

◆職業分類：餐飲 

◆現職：澄食晨食  負責人 

◆介紹人：黃英智 Food 

 

◆姓名：林仰秋 Seven 

◆夫人：黃如芬 

◆入社日期：2020.07.13 

◆生日：11.08 

◆職業分類：清潔.消毒 

◆現職：潔麗清潔有限公司  總經理 

◆介紹人：張志偉 Hero 

 

LIGHT 社刊主委報告~~~ 

新舊任社長交接傳承之旅~~洪有益 A-ki 
    扶輪大家庭總在每年七月間做新舊任社長交接，本社新
任社長 Food 透過台中中興社社友經營旅行社，精心籌劃舉
辦花蓮三天兩夜之旅終於成行了。 

第一天大家準時於台中火車站集合完畢，搭乘普悠瑪號
快樂起程，在火車上享用新社友準備的精緻早餐，抵達花蓮
後，我們前往花蓮知名餐廳享用特色風味午餐，接著到風景
優美的太魯閣國家公園，觀賞影片後更讚嘆台灣這麼美麗的
山川。園區內的九曲洞為最精華的路段，原為中橫公路的舊
道，四周的大理石掩蔽有著美麗的紋理，往下俯瞰便是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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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立霧溪水，十分壯闊，風景優美值得欣賞。晚餐安排在福
容大飯店，首先進行新舊任社長交接儀式完成傳承工作。餐
會中社長特別邀歌手演唱民歌，平常文靜的社友，晚會中都
高興的跳起舞來，把氣氛帶到最高潮，表現出社友與夫人們
團結融洽，大里扶輪社將更壯大堅強了。 

第二天早餐後，搭車前往翡翠谷，首先莊主介紹原住民
文化，接著全體社友與夫人跳起山地舞。隨後分兩組一組探
訪秘境有著小魚陪伴著大家一起戲水，另一組到鯉魚潭搭乘
快艇，環遊湖上景色與清涼水氣。午餐享用原住民風味佳餚
後，再前往林田山園區感受以前伐木的榮景。晚間入住斥資
60 億建造的知名五星級飯店-瑞穗天合國際飯店，讓大家自
由體驗飯店各項設施，如跑跑甩尾車，室內三溫暖泡溫泉。
消夜安排在飯店廣場，盡情暢飲，歡樂融融。 

第三天雖然是說睡到自然醒，但本社近幾年來有路跑運
動風氣，大夥一早就去路跑，順道欣賞後山美好景色。而喜
愛游泳的我倆，就去享受高級設備的溫泉池及游泳 SPA，真
是不亦樂乎。午餐又是一頓別有風味的餐點。下午回到花蓮
市區採購花蓮當地伴手禮，並帶著滿滿的回憶搭乘普悠瑪號
火車返回台中，結束此次精彩豐富的旅程。 
 
 
 

2020-2021  light 賴輝梧 
恭賀大里扶輪社第三十八屆社長職員傳承交接花蓮之旅圓
滿成功。 
  在新任社長 Food 很有遠見的，在三個月前疫情尚未明

朗之前，就大膽精緻歸劃這次的交接典禮，社長的用心社友
都能體會到，七月五日大清早社友們就準時，集結在台中市
新火車站候車區，社友們穿著青春活力統一夏季服裝，各個
社友顯得精神奕奕來參加交接活動，不ㄧ夥ㄧ列白底橘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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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超流線的，普悠瑪號火車進站停在月台了，社友們井然有
序魚貫進去車廂內，啟程前往花蓮傳承之旅。 
  午餐後太魯閣九曲洞步道旅遊參觀因晚間交接重頭

戲，所以早早回飯店作準備，這裡寬廣聯誼餐廳設備很漂
亮，地面紅色圖案地毯，天花板古香古色六角宮燈，整體造
型喜氣洋洋，燈光美氣氛佳是一處莊嚴隆重交接的好地方。 
儀式依扶輪章程在莊嚴隆重，交接印信由前助理總監何森德
Paint 作為監交人，及社友及夫人們的熱烈掌聲中進行，在多
位前社長及社友及夫人的祝福下，大里扶輪社將日漸茁壯社
務昌隆，社友夫人各個平安人人健康，社長職員傳承交接圓
滿成功。 
    會後餐敘由於新任社長 food 用心安排，餐會中穿插原
住民太魯閣族裔的康樂活動，在幾首振奮人心的那嚕灣、高
山青、我們都是一家人等歌曲，及團體舞蹈節目帶動唱後，
社友們都隨著 DJ 音樂嗨起來，扭腰擺臀千姿百態大家真正
高興的放鬆心情，與大里扶輪社慶祝新社長的誕生，社長
food 說「這群社友年齡加起來有三千多歲了，在主唱人的挑
逗之下，全都嗨起來了，晚會看到的社友及夫人們，都好像
回到二、三十年前美好時光，他很高興看到社友們這麼高興
這麼快樂，」社長就是這樣自己在幕後默默為社友付出，當
在疫情尚未明朗之時，所遇到的阻力是有多大，他是一個很
有遠見的領袖，大里扶輪社在他的領導之下，社務將會蒸蒸
日上，社友夫人們事事如意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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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驗原民豐年季 

       花蓮交接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