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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社邁入第11年，進入青少年期，正是成長、轉大人的階段。

感恩前10屆社長們苦心栽培，打文心社下勇健的根基、和轉骨本錢。

文心社人才濟濟，感謝秘書IS、理事會、六大主委及團隊、寶眷力挺，精銳盡出，我們定能Making A 

Difference，「青出於藍勝於藍」﹗

看到11屆團隊，就知道2017-18是有福氣的一年﹗

我們的目標是「一起動起來」，凝聚共識，攜手做好社務，做伙來服務。

我們的方法是：每個計畫，多一分愛，多一點感動，咱們的扶輪會大大不同﹗

一、社務運作：更彈性活潑的節目型態、有趣的次團體，歡樂聯誼，黏住社友，用快樂鞏固社友情誼如磐石，一起

服務。

二、凝聚向心力：社員委員會團隊走訪社友，規畫溫馨寶眷聯誼活動，再新增「寶眷花藝會」，定期切磋花藝美

學，讓文心社的後盾-寶眷，再添美好情誼。

三、服務計畫：

1. 延續文心社優良傳統服務(如公衛隊下鄉、地球清潔日、扶輪之子⋯)。

2. 輔導曉明扶少團有成，新增「青少年委員會」，致力促進青少年國際接觸與理解，首發

 為台日少棒友誼賽。 

3. 結合職業參觀，定期安排行動例會，加強異業學習；促進社友間職業交流，榮耀社友。

4. 配合RI政策，支持3461地區各項服務計畫，並參與國際義診、VTT。

5. 共同參與中央社偏鄉牙醫巡迴車GG案。

6. 鼓勵社友與日本、泰國等友好社發展GG服務計畫。

7. 以多元服務促進文心社社區公關與形象。

四、 社員成長：招募女性社員、40歲以下社員、優質社員，兼顧多元與傳承。

五、 扶輪知識：邀請社內、友社扶輪先進，分享扶輪知識，了解扶輪原點與使命，凝聚共識。

迎來3461地區元年，總監Five團隊以高昂的士氣，帶頭前進，改善世界，17-18會是充滿朝氣、熱忱的行動年

和歡樂年。

文心社在全體社友、寶眷最溫暖感人的歡喜心支持之下，「文心11，攜手並進」，已然就緒。且讓我們一起享

受扶輪，成就榮耀，把這份榮耀，獻給文心社及所有的社友﹗

扶輪改善世界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2017-18年度社長    周惠萍 Minna

【社長就任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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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   社員職務分配表

社　　長：周惠萍 Minna  秘書：陳永盛 IS         副社長 / 社長當選人：周志憲Chuck  
直前社長：何淑鈴 Meiji      財務：凃清淵 CPA 糾察：許政勛 Sigma    副糾察：黃志仲 Jason, 余建擇 Cotton,廖家模Bioking
諮詢委員：Health, Dragon, Johnny, Lexus, Ray, Eddie, CPA, Book, Meiji          RCC訓練師：李崇銘Eddie 

    社務行政委員會　主委   周志憲Chuck                         副主委   許政勛 Sigma

聯　　誼
主委：Johnny
委員：Grace, Sauna Myanmar, Judy, Paris,
           Jason

節　　目
主委：Attorney
委員：Sigma, Jason, Health, Lexus, Lawrance,
           Tom Cruise, Judy,Education

出　　席
主委：FP
委員：Kenny, Judy, CAD, Food, Value, Eddie,
           CPA, Cotton, Alan, BMW, Building, Heater

社　　刊
主委：Vinson
委員：Grace, Book, KK

國際敦睦
主委：Kelvin 
委員：Young Bank, Dragon, Meiji, Book, Ray 膳　　食

主委：Bioking              
委員：Education, Pari , Insurance, Health

登山慢走
馬拉松隊

隊長：Minna    主委：Doctor
總幹事：Grace  委員：Sauna Myanmar, Thomas 禮　　品

主委：Kenny             
委員：Food, Insurance, Peter, Lawyer, Albert,    
           Elaine, Heater

高爾夫球隊

隊長：Minna       主委：Dental    
總幹事：Thomas
委員：Insurance, Bioking, Doctor, Kelvin, 
           Food, Kenny

攝　　影
主委：Health 
委員：News, Building, BMW, Alan, Peter

美食品酒會
主委：KK
總幹事：Jason      財務：Kenny

    社員委員會　主委   陳彥伯Charity                                 副主委   李村興Lawrance

職業分類
主委：Building
委員：Thomas, Heater, Alan 社員發展

主委：News
委員：Food , Education , Kenny

扶輪資訊
主委：Dragon
委員：各屆PP

扶輪家庭
  – 懇談會

主委：Dental     副主委：Lili     
委員：Lawrance, KK, Spine 

RCC
(扶輪社中央系統)

主委：Eddie
副主委：Vinson, Young Bank, Jason 寶眷聯誼

李鈞懷 (Minna姑爺)
姚宛伶 (IS夫人)

    服務計劃委員會　主委   許家畯Roger                           副主委   嚴宏偉KK

社區服務
主委：Building     副主委：FP 
委員：Kelvin, Cotton, Eddie 職業服務

主委：Dragon
委員：Ray, CAD

公衛隊 主委：Sharon     委員：Cotton 職業輔導 主委：Vinson     委員：Alan, Joe

GSE接待委員會 主委：Sauna Myanmar 
委員：Grace, Doctor

世界社區服務
(GG)

主委：Lawrance
委員：Kelvin, Eddie

扶輪之子 主委：Kenny     委員：Interior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主委  郭錦堂Health                       副主委  李崇銘Eddie
扶少團/

地區扶少團年會
主委：Young Bank     副主委：Spine     
委員：Lawyer, Kelvin

青少年領袖營
RYLA

主委：KK      副主委：Jason  
委員：Sigma

RYE交換學生 主委：Book     副主委：Sauna Myanmar 
委員：Arch, Tom Cruise

社友小扶輪國際
交換委員會

主委：Eddie      副主委：Dragon  
委員：Lawrance, Kelvin

國小棒球國際
扶輪親善交流

主委：Charity  委員：Cotton, LiLi, ECO 委員 Eddie, Book, Young Bank, Roger, KK, Charity

    扶輪基金委員會    主委  周燕麗Art                               副主委  余瀚琴Sauna Myanmar
保羅哈里斯
之友

Peter, ECO 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

Elaine

簡易地區
獎助金

Roger, Education, KK, Grace, Cotton 配合全球
獎助金GG Bernie, Sigma, Thomas, Spine, Ray

    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委  許高山Book                           副主委  陳昶佑CAD

媒體公關
主委：News
委員：Food, Angela 社團公關

主委：Lawrance 
委員：Heater

社區公關
主委：Arch
委員：Oliver, Art 三結義社公關

主委：Thomas 
委員：Kelvin, Insurance 

學校公關
主委：Eco
委員：Sigma, Herbe 友好社公關

主委：Peter
委員：FP, Tom Cruise 

備註：1.各組第一位為該組之召集人。
       2.聯誼委員會成員有4人，需輪值擔任例會司儀。
       3.糾察及副糾察成員共4人，並需輪值擔任例會糾察。
       4.第十一屆理事名單：1.Minna  2.IS  3.Meiji  4.Chuck  5.CPA  6. Charity  7. Roger  8.Health  9.Art  10. Book  11.Johnny  12.Young Bank  13. Kelvin  
    候補理事：Eddie、Lili 
 5.第十一屆監事名單：Value , Thomas, Attorney,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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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   五大委員會服務工作計劃

主要工作方向與計畫

1. 配合社長計畫執行。

2. 加強強化公益事業。

3. 強化社友的職業聯誼。

4. 關心社會企業話題。

5. 關懷弱勢團體。

6. 鞏固各次團體的力量。

7. 增加社友出席率。

8. 增加歡喜捐金額專做公益事業。

◇ 節目委員會 

主  委／陳俊茂Attorney        

委  員／許政勛Sigma、黃志仲Jason、郭錦堂Health、

  江瑞啟Lexus、李村興Lawrance、賴志銘Tom Cruise

  范秋明Judy、方嘉綺Education 

1. 每月第一週例會為寶眷日安排適合親子、教育、藝文性

等之演講內容，並舉辦寶眷與社友慶生及結婚紀念祝福

活動。

2. 以「文心十一，攜手並進」為主軸，其意涵為符合RI年

度主題 「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扶輪改善世

界)」，恪遵扶輪四大考驗宗旨，快樂服務社區，增進例

會聯誼，營造文心和諧溫馨社風，凝聚向心力。例會節

目是屬於文心社全體社員，期許每次例會節目演講均有

豐碩之成果。

3. 鼓勵社友推薦講師，分享不同業別專業講座或互動性節

目，安排各委員會如親睦活動、職業參觀、社區服務、

STAR會議、扶輪知識分享等，讓例會節目內容更豐富。

4. 年度節目安排至少二個月前確定演講者及主題內容，如

遇講師臨時有要事無法出席須更動演講時間者，應儲備

臨時接替之演講者。

5. 協助辦理寶眷聯誼的相關節目，邀請寶眷熱情參與分享。

6. 每月第四週結合服務計畫職業參觀，變更為行動例會，

以工業4.0、自動化及標竿企業參訪為目標，本年度預定

安排七回。

◇ 出席委員會 

   主  委／陳雅鈴FP           

   委  員／李沛欣Kenny、范秋明 Judy、陳昶佑CAD

     陳元正Food、劉東嶽Value、李崇銘Eddie

     凃清淵CPA、余建擇Cotton、李育錚Alan

     吳政道BMW、賴品佑Building、廖浩淳Heater

1. 提醒因要事、出差而無法出席例會之社友，至其他友社

補出席，落實扶輪聯誼制度。

2. 請執行秘書每月統計出席率，e-mail全體社友，未出席

例會者將刊登於文心週訊提醒，連續未出席達三次以上

之社友，請家庭懇談會組長組員主動聯繫該組出席率不

佳社友關切邀約協同出席並提供至其他友社補出席之機

會。

3. 每季統計出席率一次，出席率100%者，委員會提請社長

於例會中表揚以資鼓勵。

4. 宣導利用網路各種聯誼活動、服務活動補出席，網路雙

向溝通聯誼，以空間換時間提高出席率。

◇ 聯誼委員會

主  委／張字信Johnny     

委  員／王毓香Grace、余瀚琴Sauna Myanmar

         范秋明Judy、陳維宏Paris、黃志仲Jason 

1. 每週例會輪值擔任例會司儀，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並唱

歡迎歌增進友誼。

2. 例會前安排及通知2位社友提前抵達會場，擔任接待來賓

及社友之聯誼服務。

3. 例會席位做適時調整以增進社員間彼此更加瞭解認識，

提高凝聚力。

4. 例會中隨時報導社員各項成就、榮譽成果，分享喜悅。

5. 社員遇有節慶或喜喪之事，除聯絡秘書報告外並主動提

供協助，厚植情誼。

6. 每年舉辦二次社友寶眷旅遊活動(春秋兩季)、加強例會

社友來賓之聯誼招待，與職業委員會配合舉辦職業參觀

聯誼活動。

7. 配合服務計畫主委移動例會廠商及社友的聯繫。

8. 配合社內社團如高爾夫球社、登山、馬拉松隊等的活

動，協助聯絡社友並公佈在社裏的社群網站中。

9. 配合地區年會貴賓接待委員會籌備與執行。

◇ 國際敦睦委員會

主  委／楊仁榮Kelvin       

委  員／林岳毅Young Bank、王飛龍Dragon、何淑鈴Meiji

  許高山Book、胡建磊Ray 

1. 聯繫友好社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豐田中扶輪社、泰國

曼谷Bangrak扶輪社與文心社之交流聯誼，共同舉辦國

際社區服務計劃。

2. 配合地區年會外賓接待籌備與執行。

壹、社務行政委員會 主　委：周志憲Chuck　　副主委：許政勛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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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參與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之Home Stay，增廣國際扶

輪相識與聯誼。

4. 積極配合地區活動，參加台日與台泰親睦聯誼活動。

5. 與各國際地區扶輪社友好交流之聯繫事項。

◇ 禮品委員會 

主  委／李沛欣Kenny             

委  員／陳元正Food、陳順隆Insurance、郭榮庚Peter

             林一哲Lawyer、穰穎堅Albert、邱貞娥Elaine

             廖浩淳Heater 

1. 負責採購例會演講者禮品、社友結婚週年慶禮品，及社

友出席率百分百表揚禮品及贈送授證貴賓和卸任社長秘

書禮物。

2. 採購精美禮品作為友好社、姐妹社、職業參觀及其他友

社互訪禮品。

◇ 膳食委員會

主  委／廖家模Bioking               

委  員／方嘉綺Education、陳維宏Paris

  陳順隆Insurance、郭錦堂Health

1. 關注每次例會膳食品質，餐點份量控管以不浪費為原

則。

2. 基於健康原則安排菜餚，確實掌握出席人數，合宜訂

桌，避免浪費，每週例會平均約開三到四桌。

3. 桌數不足時準備牛肉麵、什錦炒飯以及海鮮麵或三明治

套餐等單點餐點，提供晚到之社友享用例會簡餐。

4. 配合聯誼活動安排合適用餐地點與膳食內容。

5. 授證慶典、聯合例會、春酒團拜、中秋聯歡、忘年會等

膳食之規畫與執行。

◇ 社刊委員會

主  委／王耀淞Vinson  

委  員／王毓香Grace、許高山Book、嚴宏偉KK 

1. 鼓勵社友與寶眷踴躍投稿，延用『文心週訊』出刊電子

版並E-mail至總監辦事處、分區各社信箱，全體社友及列

印10份於例會使用。

2. 文心週訊內容為：社長專欄，節目預告、講師介紹、專

題報導、六大委員會事項報告、出率統計、活動訊息報

導、社友專欄、例會活動花絮。

3. 製作年度社刊合訂本，以利將來文心社史編印依據用。

4. 定期整理每季社刊文字及照片檔案，燒錄DVD存檔備

用。

5. 印製社員名錄手冊或電話卡，發送全體社友方便聯繫。

6. 報導RI及地區訊息，協助社員了解最新扶輪資訊與動

態。

7. 整理精采活動照片上傳文心網站，或拷貝DVD，分贈全

體社友保存留念分享記憶。

8. 設計11週年授證特刊。

◇登山慢走馬拉松隊  

隊  長／周惠萍Minna 

主  委／陳俊宏Doctor 

總幹事／王毓香Grace 

委  員／余瀚琴Sauna Myanmar、鄭文賜Thomas 

1. 週末與扶輪愛跑一起辦慢跑活動，增加社友及跨社社友

慢跑習慣及聯誼。慢跑後不定期早餐聚會。 

2. 鼓勵社友參加馬拉松比賽，初馬及初半馬者終點以紅布

條高規格迎接鼓勵，賽前若有需要可安排訓練。 

3. 代表文心社隊參加地區慈善馬拉松公益慢跑活動，鼓勵

小寶眷組隊參加，比賽活動結束後聚餐聯誼 。

4. 每季不定期安排登山踏青活動，邀請全體社友及寶眷參

加，增進社友間聯誼，可結合聯誼或社區服務活動。 

5. 推薦登山慢走馬拉松隊隊服，供活動及比賽時穿著。

◇高爾夫球隊

隊  長／周惠萍 Minna　

主  委／曾仁宏Dental   總幹事／鄭文賜Thomas 

委  員／陳順隆Insurance、廖家模Bioking

         陳俊宏Doctor、楊仁榮Kelvin、陳元正Food

         李沛欣Kenny  

1. 每個月第二週之週三輪流於中部各知名球場打球，並積

極邀請社友參加高爾夫球隊，提倡社友正當休閒活動。

2.  年共舉辦十二次月例賽，包含一次外地賽及一次國外

賽。每次賽後頒獎當次例賽表現優異隊友，並於最終次

賽後頒獎全年度表現優異隊友。

3. 擬變更3月份例賽至地區年會高爾夫友誼賽舉行，隊務決

議後予以執行，鼓勵全體隊友踴躍參與。

4. 主辦三結義社高爾夫球友誼賽。

◇攝影委員會   

主  委／郭錦堂Health      

委  員／黃俊榮News、賴品佑Building、吳政道BMW

  李育錚Alan、郭榮庚Peter

1. 重要活動慶典影像紀錄，並轉存圖檔至文心社網站或辦

公室硬碟或雲端分享社友。

2. 推薦傑出攝影師做專題演講講師。

3. 協助提供構思網站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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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分類委員會 

主  委／賴品佑Building

委  員／鄭文賜Thomas、廖浩淳Heater、李育錚Alan

1. 配合社會職場趨勢變化，檢討或新增職業類別，歸納列入

適當職業分類。

2. 社友職業分類，檢討如分類中尚未有社友隸屬該分類時，

則主動告知現有社友推薦該分類新社友加入。

3. 職業分類有疑慮時，先與現職社員協商，並獲同意後方可

推薦引進。

4. 檢討或更新社員通訊錄之社員職業分類，並交由社刊製作

社友通訊錄，方便社友聯絡增加情誼。 

5. 清查目前職業分類人數分布，欠缺哪些職業分類，作為增

加新社友的招募目標。

PS：更新社員名錄所需經費，依2015-16預估約

        150本*150元=22500元

◇ 社員發展委員會

主  委／黃俊榮News  

委  員／陳元正Food、方嘉綺Education、李沛欣Kenny

1. 達成社友淨成長目標，邀請熱心公益之優秀社會菁英入

社，期望5-7位新社友加入本社，並包含年齡40歲以下菁

英。

2. 社員發展人人有責，期望社友能發揮團隊戰力，共同尋找

合適人選加入本社，一同為服務社會盡一份心力。

3. 積極尋覓職業分類中待補充項目，讓本社廣納各方人才。

4. 慎重篩選新社友，專注在職業分類，期一人一業之目標。

5. 親自拜訪或電話聯絡久未出席例會或活動之社友，瞭解社

友現況。

6. 提醒社友，社費需在6個月內繳清。

7. 努力推動社友寶眷入社。

◇ 扶輪資訊委員會

主  委／王飛龍Dragon

委  員／各屆PP

1. 於上半年度及下半年度例會時間舉辦STAR會議各一次。 

2. 第一次STAR會議由PP主講台中文心扶輪社的成立歷程與

宗旨，第二次STAR會議邀請友社PP或資深社友主講扶輪

現況與願景。 

3. 在社刊或例會中簡明宣導有關扶輪知識： 

 3.1 扶輪的宗旨。 

 3.2 四大考驗。 

 3.3 扶輪人的權利/扶輪人的義務。 

 3.4 扶輪基金。 

 3.5 扶輪社與其他社團的比較。 

 3.6 扶輪座右銘。 

 3.7 扶輪的禁忌。 

 3.8 扶輪社員之間的稱呼 

 3.9 扶輪社員在事業及專業的宣言。 

4. 提供地區扶輪資訊於文心扶輪週訊刊登。 

5. 訂閱中華扶輪月刊  提供社友閱讀。 

6. 每月舉辦扶輪知識問卷搶答，於答對者中取前三名贈送

小禮物。 

PS:禮品所需經費5,000元，請禮品委員會提供。STAR會議

日期，需與節目主委協調。

◇ 扶輪家庭懇談會

主  委／曾仁宏 Dental

副主委／林麗莉Lili

委  員／李村興Lawrance、嚴宏偉KK、林瑞鴻Spine 

1. 全體社員分編為五組，每組約12至13人，設一人為組

長，由組長與組員協助規劃聯誼活動。

2. 懇談會每二個月舉辦一次。分別於 7-8月；9-10月；

11-12月；1-2月；3-4月；5-6月舉行。

3. 組長負責安排與告知組員下次主辦者及時間。

4. 鼓勵寶眷、小扶輪參與懇談會活動，凝聚扶輪家庭向心

力。

5. 懇談會主題應告知，並盡量在社友office 或住家舉行。

6. 在第一次懇談會應該做每位社友職業介紹，未出席者於

下一次懇談會補充介紹。

7. 當有新社友加入時，會適當分編到各組。

8. 各組將依序安排出席友社授證或邀約活動，以維繫與友

社情誼。

9. 各組於每次活動完成後，請提供活動照片給欣恬刊登週

訊。

◇ 寶眷聯誼會

主  委／李鈞懷 (Minna姑爺)    

副主委／姚宛伶 (IS夫人) 

委  員／吳雪霞 (Book夫人) 、蔡京諺 (Dental夫人) 

1. 年度目標籌辦每季至少一次寶眷聯誼活動，藉以增進寶

眷聯誼互動。

2. 寶眷聯誼性質

 ＊以鈞懷姑爺的計畫為主體，委員全力配合。

 ＊藝術、養生、怡情養性、踏青為主要活動規劃，以能

        促進寶眷的深度認識與聯誼為目的。

 ＊以安排在假日舉行為主。分室內與室外。

貳、社員委員會 主    委：陳彥伯Charity　　副主委：李村興Law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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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C委員會

主  委／李崇銘Eddie   

副主委／王耀淞Vinson、林岳毅Young Bank

   黃志仲Jason

1. 上年度全體社友順利登錄RCC (RI網站)，達到有效能的

扶輪人與有效能的扶輪社之目標已達成，本年度工作重

點為新社友之100%登錄及社員資料和年度工作計畫目

標、進度之填報和更新。

2. 鼓勵社友經常連結RI網站，註冊會員帳戶密碼登入My 

Rotary系統，以便隨時掌握最新的國際扶輪資訊現況。

3. 運用例會短暫時間積極宣導分享登錄RCC步驟流程，讓

社友輕鬆學習全面掌握操作RCC系統架構。

4. 彙整年度工作計畫目標化成數據登錄RCC中填報，可以

隨時追蹤、查核、修正，並可依照數據比對多年度之發

展趨勢，產製相關報表以供參考改進。

5. 定期將年度預定之工作計畫目標與實際執行成果對照報

表提供給理事會追蹤檢討，以確實掌控各項服務計畫與

活動之推展情況。

6. 為各委員會提供執行年度職務能力所需要的評核、引導

訓練或規劃諮詢。

7. 以改RI扶輪獎提示的重點工作，協助各委員會順利完成

工作計畫與目標，讓RI 扶輪改善世界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的年度主題服務全球社區，提昇人類生活品

質顯揚於世界各地。

8. 預算： 0 元(線上作業暫不編列經費)

扶輪改善世界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2017-18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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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2017-18年度國際扶輪的主題，「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扶輪改善世界)」，本屆委員會希望透過有

效的服務計畫，來維持社友對扶輪的積極性、並開展新的

服務，使得各項計畫內容得以順利運作並成長。

本屆委員會將以擬定、評估、執行、檢討的步驟，結

合相關委員會並採取和其他扶輪社合作的方式，來完成對

社區或其他國際社區有助益的六大領域計畫，即和平與衝

突預防、水與衛生、疾病預防與治療、母親與兒童健康、

基礎教育與識字、經濟與社區發展。讓世界因為有扶輪人

的付出變得更加美好。

◇ 社區服務委員會

主  委／賴品佑 Building

副主委／陳雅鈴FP          

委  員／楊仁榮Kelvin、余建擇Cotton、李崇銘Eddie

1. 參與國際扶輪3461地區系列服務計畫活動。

2. 贊助張秀菊基金會「愛營造~沙鹿兒家團體效能提升計

畫」。

3. 響應地球清潔日,配合荒野協會活動。

4. 繼續捐助弘道老人服務計劃。

5. 房屋修繕團(目標完成一間) 。

6. 遊民寒食(12/25)。

7. 舉辦書法比賽。

◇ 職業服務委員會

   主  委／王飛龍Dragon        

   委  員／胡建磊Ray、陳昶佑CAD

1. 藉由例會時段，請社友做專業分享，將個人專業視為一

種職業服務。

2. 結合結目委員會之行動例會，舉辦職業參觀。

3. 旅遊活動，結合職業參觀行程。

4. 透過社友安排，本屆預計職業參觀活動：遠赫開發建

設、般若科技+大古鐵器、加興、康淳、宇榮、友上、

正瀚、芳德、國光生技等知名企業。

◇ 公共衛生服務隊委員會

 主  委／洪麗卿Sharon     

 委  員／余建擇Cotton

1. 配合協助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服務隊醫療下鄉衛教計

畫及團務擴展聯誼, 暑假在南投豐丘國小公衛宣導。

2. 輔導公共衛生服務隊學生參與社辦公益服務活動。

◇ 職業輔導委員會

主  委／王耀淞Vinson       

委  員／李育錚Alan、謝秉軸Joe

1. 舉辦企業精實管理，目標設定，教育訓練講座。

2. 宣揚扶輪四大考驗，運用於工作職場上。

3. 舉辦大學生職業講座，藉由社友職場及社會經驗分享，

讓準大學畢業生了解社會職場生態。

4. 審視新社員職業分類歸檔。

5. 身心障礙者就業關懷計畫。

6. 參與VTT泰北區域經濟與社區發展之紅豆餅技藝培訓職

業訓練團體服務計畫，支持職業訓練隊(VTT)，協助「解

決問題技術」相對落後國家或地區。

◇ 世界社區服務GG

主  委／李村興Lawrance     

委  員／楊仁榮Kelvin、李崇銘Eddie  

1. 參與中央社「偏鄉牙醫巡迴車」的GG案。

2. 與日本相模原中社共同規劃GG案，申請項目正在評估

中。

3. 配合地區國際義診。

◇ 扶輪之子委員會

主  委／李沛欣Kenny     

委  員／張恩誠Interior

1. 執行認養扶輪之子，關懷扶輪之子實施狀態。

2. 鼓勵社友認養扶輪之子。

3. 和聯誼委員會舉辦扶輪之子相見歡活動。

◇ GSE接待委員會

主  委／余瀚琴Sauna     

委  員／王毓香Grace、陳俊宏Doctor

配合地區接待GSE訪問團接待事宜(每年3月份)，或許安排

探訪具人文、產業、古蹟景點特色、或許做餐飲活動的接

待。

參、服務計劃委員會   主　委：許家畯Roger　　副主委：嚴宏偉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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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少團委員會(INTERACT)

主  委／林岳毅YoungBank

副主委／林瑞鴻Spine          

組  員／楊仁榮Kelvin、林一哲Lawyer

1. 推派優秀青年，參與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活動(RYLA)研

習營。

2. 鼓勵社友子女多參加R.Y.E.接待工作，學習接待來訪青

少年。

3. 協助輔導台中市曉明女中扶少團，舉辦社區服務暨團務

活動，安排社友、寶眷輪值參與團務。

4. 協助3460地區國際交換學生接待事宜，建立社友接待相

關資訊注意事項。

5. 輔導扶少團學生參與社辦公益服務活動。

◇ 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

主  委／許高山Book

副主委／余瀚琴Sauna

組  員／廖文山Arch、賴志銘Tom Cruise

青少年交換意義與目的，提供16~18歲之青少年在其人生學

習能力最強，可塑性最高時期，體驗其他國家的生活文化

的學習機會，增進個人成長培養世界觀，推動國際間之瞭

解，促進親善與和平之力量。

年度計畫

1. 鼓勵社友子女參加RYE交換學生活動，參加地區RYE委

員會相關會議，增進RYE交換學生活動知識與經驗。

2. 邀請本社曾經參加RYE Outbond學生，參加Rotex團隊

回饋地區。

3. 邀請有Outbond經驗學生、Inbond接待家庭經驗分享於

例會時間或家庭懇談會舉辦，建立本社RYE歷屆交換學

生與接待家庭一覽表相關資料。

◇ 青少年領袖營RYLA

主  委／嚴宏偉 KK     

副主委／黃志仲Jason

組  員／許政勛Sigma

目的：扶輪青年領袖獎勵計劃（Rotary Youth Leadership 

Awards，簡稱：RYLA）是一個由國際扶輪在世界各地的

扶輪社針對14歲至30歲之間青年舉辦的一項訓練活動，其

目的為讓青年學習領導能力及學會關心社會；不同地區所

舉辦的課程形式都有不同，但通常都會包括研討會、訓練

營或工作坊的形式。

內容：

1. 地區青少年領袖營活動計劃（本社可推薦2人參加）

2. 經費預算：＄6,000（補助3,000 元/每人）

◇ 社友小扶輪國際交換委員會

主  委／李崇銘Eddie       

副主委／王飛龍Dragon

組  員／李村興Lawrance、楊仁榮Kelvin

1. 以日本豐田中、相模原中扶輪社及泰國Bangrak扶輪社

等國際友好社為雙方社友子女國際短期交換計劃之交流

對應社。

2. 本年度擬預定先行與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試辦雙方社友

子女國際短期交換計劃。

3. 社友子女國際短期交換計劃乃屬國際友好社交流活動，

有關二社聯繫協調事務應請本社國際事務主委協助並設

定為雙方聯絡窗口，後續交換計畫活動則交由本委員會

接續辦理完成。

4. 短期交換計劃期間設定為一或二週，可視雙方需求及情

況條件而決定。

5. 雙方同意舉辦社友子女國際短期交換計劃，除機票費用

自行負擔外，食宿接待應由二社參與子女交換之社友全

程負責，其他參訪活動及接送機交通等由社規劃後全體

社友協助完成。

6. 預算: 20000元(概算如下):

① 接機及送機交通車   $7000 (@3500x2)

② 歡迎及歡送餐宴(各一桌)   $10000 (@5000x2) 

③ 紀念品及什費       $3000

◇ 國小棒球國際扶輪親善交流

主  委／陳彥伯Charity     

副主委／余建擇Cotton

組  員／林麗莉Lili、江嘉凌Eco  

目的：透過棒球比賽以及各項聯誼活動，促進台日兩國少

年間的交流與相互瞭解，以培養國際觀，同時增進雙方友

誼，並建立台日之間的長期交流機制與溝通管道。

活動內容：

詳見附錄一。

肆、青少年服務委員會
主　委：郭錦堂 Health　　副主委：李崇銘Eddie
委　員：許高山Book、林岳毅Young Bank
 許家畯 Roger、陳彥伯Charity、嚴宏偉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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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持續繳交EREY基金每人每年100美金。

2. 溝通達成扶輪基金百週年，社友每人捐款美金$26.5元

做為END POLIO 經費。

3. 持續繳交2021-22年度RI年會在台灣舉辦，每位社友

NTD1000元/年。

4. 配合服務計劃委員會，張秀菊基金會「愛營造~沙鹿兒

家團體效能提升計畫」，申請地區簡易獎助金。

5. 配合服務計畫委員會，中央社「偏鄉牙醫巡迴車」的

GG案美金$1000元。

6. 嘗試提出全球獎助金之專案，在本年度完成申請。

7. 在例會中(每季)邀請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分享扶輪活動

和扶輪感動，因為他們是代表扶輪活動的真實面貌。

8. 成立文心扶輪獎學金委員會，並訂定獎學金發放細

則。

◇ 保羅哈里斯之友／ 郭榮庚Peter、江嘉凌Eco

◇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邱貞娥Elaine

◇ 地區獎助金／許家畯 Roger、方嘉綺Education

 嚴宏偉KK、王毓香Grace、余建擇Cotton

◇ 全球獎助金GG／胡建磊Ray、許政勛Sigma

 鄭文賜Thomas、楊仁彰Bernie、林瑞鴻Spine

伍、扶輪基金委員會 主　委：周燕麗Art　　副主委：余瀚琴Sauna

1. 配合地區宣揚R I年度主題「R o t a r y：M a k i n g  a 

Difference」(扶輪改善世界)」的扶輪公共形象並加強

媒體公關。

2. 重新建置文心扶輪社網站的多元功能及活動影片宣

傳，以提升本社整體優質的扶輪公共形象。

3. 配合年度服務計畫「扶輪之子認養」社區服務活動，

建立良好的社區公關與扶輪公共形象。

4. 配合各項服務活動，增加社區的曝光率，以提昇本社

優質公益形象與知名度，並藉由此機會增加吸收優良

新社友入社。

5. 配合舉辦聯合「高爾夫球友誼賽」活動，加強與友社

間相互之交流聯誼，並藉由邀請社區優秀人士參與的

機會，發掘認同扶輪之新社友。

6. 至大專院校舉辦認識職業的「高峰論壇」服務活動，

加強社區之學校公關。

7. 持續加強與地區三結義社、日本友好社及台泰姊妹社

間,維持密切合作服務計劃與交流聯誼之關係。

8. 加強與媒體互動，促成平面、廣播或多媒體傳播增加

報導扶輪服務活動，影響所及對於社會價值觀產生正

面效應的能量，以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9. 邀請記者朋友來社例會分享職業經驗，並贈與扶輪月

刊及四大考驗口號旗，廣藉媒體傳播力量宣傳扶輪精

神提高扶輪公共形象。

10. 鼓勵社友配戴相關扶輪徽章，並積極參與社區聯誼和

服務活動，宣導扶輪真諦，期使社區居民認同扶輪願

意加入扶輪。

11. 租賃或由社友提供市區醒目地段牆面製作大型廣告看

板，宣傳扶輪年度主題與「防治及根除肝病服務計

劃」，提升國際扶輪之知名度與扶輪服務公共形象。

◇ 媒體公關／主委：黃俊榮 News

 委員：陳元正Food、賴萩穗Angela

◇ 社團公關／主委：李村興Lawrance

 委員：廖浩淳Heater

◇ 社區公關／主委：廖文山Arch

 委員：洪振浩Oliver、周燕麗Art

◇ 三結義社公關／主委：鄭文賜Thomas

 委員：楊仁榮Kelvin、陳順隆Insurance

◇ 學校公關／主委：江嘉凌Eco

 委員：許政勛Sigma、廖月香Herbe  

◇ 友好社公關／主委：郭榮庚Peter

 委員：陳雅鈴FP、賴志銘Tom Cruise

陸、公共關係委員會                                                           主　委：許高山Book　　副主委：陳昶佑C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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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7/5 7/12 7/19 7/26 註

輪值司儀 王毓香 Grace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黃志仲 Jason 職業參觀

輪值糾察 黃志仲 Jason 許政勛 Sigma 余建擇 Cotton

接待人員
洪麗卿 Sharon 林瑞鴻 Spine 張恩誠 Interior

李沛欣 Kenny 陳雅鈴 FP 方嘉綺 Education

  

Date 8/2 8/9 8/16 8/23 8/30

輪值司儀 王毓香 Grace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黃志仲 Jason 職業參觀 休會

輪值糾察 黃志仲 Jason 許政勛 Sigma 余建擇 Cotton

接待人員
賴志銘 Tom Cruise 陳元正 Food 賴品佑 Building

賴萩穗 Angela 許家畯 Roger 嚴宏偉 KK

Date 9/6 9/13（秋旅） 9/20 9/27（中秋晚會） 註

輪值司儀 王毓香 Grace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黃志仲 Jason 范秋明 Judy

輪值糾察 黃志仲 Jason 許政勛 Sigma 余建擇 Cotton 廖家模 Bioking

接待人員
楊仁榮 Kelvin 陳俊宏 Doctor 郭榮庚 Peter 陳昶佑 CAD

周燕麗 Art 李崇銘 Eddie 劉東嶽 Value 林一哲 Lawyer

Date 10/4 10/11 10/18 10/25 註

輪值司儀 逢中秋國定假日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黃志仲 Jason 范秋明Judy

輪值糾察 休會乙次 許政勛 Sigma 余建擇 Cotton 廖家模Bioking

接待人員
陳彥伯 Charity 林岳毅 Young Bank 凃清淵 C.P.A.

何淑鈴 Meiji 吳政道 BMW 曾仁宏 Dental

Date 11/1 11/8 11/15 11/22 11/29

輪值司儀 王毓香Grace 余瀚琴Sauna Myanmar 職業參觀 范秋明Judy 休會

輪值糾察 黃志仲Jason 許政勛Sigma 廖家模Bioking

接待人員
謝秉軸Joe 郭錦堂Health 江瑞啟Lexus

廖月香Herbe 邱貞娥Elaine 李村興Lawrance

Date 12/6 12/13 12/20（聖誕 / 旺年會） 12/27 註

輪值司儀 王毓香 Grace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黃志仲 Jason 職業參觀

輪值糾察 黃志仲 Jason 許政勛 Sigma 余建擇 Cotton

接待人員
廖文山 Arch 陳俊茂 Attorney 許高山 Book

李育錚 Alan 王飛龍 Dragon 張字信 Johnny

※例會輪值司儀由王毓香 Grace、余瀚琴 Sauna Myanmar、黃志仲 Jason、范秋明 Judy擔任。

※例會輪值糾察由黃志仲 Jason、許政勛 Sigma、余建擇 Cotton、廖家模 Bioking 擔任。

※請輪到擔任接待之社友，務必於6點30分到場，負責招呼其他社友、來賓、安排座位、促進大家交流。

※社長周惠萍Minna、秘書陳永盛IS為當然接待。

2017-18上半年度   例會司儀、糾察、招待輪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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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星期 節目 地點 主辦
理事會:
每月第二週

2017-18年度   文心社行事曆 (案 )

1 7月5日 三 首敲+寶眷日 全國飯店 社長,秘書

2 7月12日 三 社務工作計畫報告 裕元飯店 秘書/社務行政 理事會

3 7月19日 三
王福林教授，

題目：跨域治理、協力夥伴關係
裕元飯店 節目委員會 Attorney

4 7月26日 三 職業參觀：Arch綠建築豪宅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5 8月2日 三 總監公訪+寶眷日 裕元飯店 社長,秘書

6 8月9日 三 邱連恭老師，題目：我思，故我畫 裕元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7 8月16日 三 節目：郭碧雲執行長，題目：待定 裕元飯店 節目委員會

8月19日 六 寶眷聯誼 4-1 Jack,宛伶

8 8月23日 三 職業參觀-宇榮-Johnny邀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8月26日 六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1-
夏天花課 多肉花圈組合

京諺,Jack

8月30日 三 第五週休會

9 9月6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理事會

10 9月13日 三 ◎變更至9/15,16,17香港秋旅 聯誼委員會

11 9月20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12 9月27日 三 ◎變更例會-中秋晚會+9月寶眷日 聯誼委員會

10月4日 三 恰逢中秋節-休會

10月7日 六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2-
秋天感恩花藝創作

京諺,Jack

13 10月11日 三 寶眷日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14 10月18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15 10月25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10月28日 六 寶眷聯誼4-2 Jack,宛伶

16 11月1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17 11月8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18 11月15日 三 職業參觀-國光生技-IS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19 11月22日 三 14屆社長提名選舉 長榮飯店

11月29日 三 第五週休會

12月2日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3-耶誕創作 京諺,Jack

20 12月6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21 12月13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22 12月20日 三 聖誕/旺年會+寶眷日 聯誼委員會

23 12月27日 三 職業參觀-芳德-Minna(暫)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24 1月3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1月6日 六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4-
新年花藝設計

京諺,J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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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1月10日 三 寶眷日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26 1月17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27 1月24日 三 職業參觀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1月31日 三 第五週休會

2月3日 六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5-
春節蘭花組合盆栽

京諺,Jack

28 2月7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29 2月14日 三
◎變更例會至2/16(大年初一新春團拜) 
(年假2/15-20)

30 2月21日 三 大年初六,寶眷日+春酒 聯誼委員會

2月28日 三 國定假日-休會(案)

31 3月7日 三 節目： 節目委員會

32 3月14日 三 寶眷日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3月17日 六 寶眷聯誼4-3 Jack,宛伶

33 3月21日 三 ◎變更例會-至3/25年會 小巨蛋/崇德路
報名費1200/人,
分攤金800/人

34 3月28日 三 職業參觀-正瀚-Johnny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4月4日 三 國定假日-春旅(變更例會-案) 聯誼委員會

35 4月11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理事會

36 4月18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37 4月25日 三 變更至4/28(11屆授證+寶眷日) 聯誼委員會

4月28日 六
寶眷社團-花藝聯誼會6-春天花藝-結合
授證成果發表/或貴賓胸花自製

京諺,Jack

38 5月2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39 5月9日 三 母親節+寶眷日 理事會

40 5月16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41 5月23日 三 職業參觀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5月30日 三 第五週休會

42 6月6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聯席理事會

6月9日 六 寶眷聯誼4-4 Jack,宛伶

43 6月13日 三 節目： 長榮飯店 節目委員會

44 6月20日 三 職業參觀 行動例會 服務計畫

45 6月27日 三 感恩晚會+寶眷日 長榮飯店 社長,秘書

No 日期 星期 節目 地點 主辦
理事會:
每月第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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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
別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組長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組員 

第
一
組

 Sauna 
Myanmar Dragon Albert Lawrance Vinson  Attorney Art Bioking IS Education Thomas Sharon

第
二
組

 Lili  Health Charity  Eddie Herbe  Peter Arch  Heater News  Interior  Sigma Food 

第
三
組

Meiji Johnny Young 
bank Minna  Value CAD  Doctor Paris Kenny  Building  Joe  Spine 

第
四
組

 Fp  Lexus  Jason  Judy Dental Alan Angela  CPA Lawyer Insurance  BMW  Eco

第
五
組

Grace  Book  Ray Bernie Elaine Chuck  Oliver  Tom 
Cruise Kelvin KK  Roger Cotton 

2017-18年度   家庭懇談會分組表

2017-18年度   寶眷活動

序號 主題
Indoor/
Outdoor

活動

時間
附餐

最低

人數
規劃者 活動說明

1
寶眷聯誼相見

歡/文創品手作
IN 3H 點心 30 鈞懷、宛伶

每年均有新社員加入文心社，所以新舊社員寶

眷彼此深入認識是有必要的，另規劃文創品的

製作，藉此以促進寶眷的互動。

2 輕鬆動健康吃 OUT 3H 下午茶 20 宛伶

定期而規律的活動身體是有助於養生的項目之

一，本活動特別邀請專業律動老師帶著參加的

寶眷無負擔的動起來，在律動後安排有機飲

食，讓寶眷吃得也很養生。

3 新年花藝設計 IN 3H 點心 30 京諺

過年時家家戶戶不免增添花飾妝點喜氣，我們

請花藝老師來指導製作繽紛又喜氣的年節花

飾。

4 藝術.踏青.春遊 OUT 4H 午餐 30 鈞懷、雪霞

春天最適合出遊，由參觀美術館開始，再安排

親手做植栽，讓寶眷實際體驗看見和觸動春天

的氣息。

5 　老街巡禮 OUT 3H 點心 30 鈞懷、宛伶

大台中地區特色老街，近幾年陸續佈建完成，

特挑選其中一條行程，行旅其間藉以發思古幽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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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       入 支       出

項 目 摘 要 預估金額 項 目 預估金額

 入 社 費  4人×10000  40,000  (一) 辦公費  691,000 

(1) 文具用品  1,000 

 社員會費  64人×(3000×12月)  2,304,000 (2) 郵電費  25,000 

(3) 印刷費  50,000 

 社員固定捐款  64人×(1000×12月)  768,000 (4) 會議費  20,000 

(5) 薪津  441,000 

 客 餐 費  60,000 (6) 保險費  35,000 

(7) 退休金  20,000 

 歡喜捐款  600,000 (8) 雜費  30,000 

(9) 網站建置維護  12,000 

 利息收入  1,000 (10) 辦公室管理  42,000 

(11) 器具設備費  15,000 

 (二) 社務行政  2,126,000 

(1) 例會餐費  1,200,000 

(2) 社刊  36,000 

(3) 扶輪月刊  12,000 

(4) 禮品  60,000 

(5) 交際費  30,000 

(6) 聯誼郊遊  190,000 

(7) 登山隊  15,000 

(8) 高爾夫球隊  20,000 

(9) 寶眷花藝會  20,000 

(10) 美食品酒會  10,000 

(11) 內輪會  100,000 

(12) 國際敦睦  60,000 

(13) 授證慶典  350,000 

(14) 職業分類委員會(通訊錄)  23,000 

 (三) 服務計劃  700,000 

(1) 職業服務  200,000 

(2) 社區服務  400,000 

(3) 國際服務  40,000 

(4) 扶輪之子  30,000 

(5) 米山獎學金  30,000 

 (四) 青少年服務  106,000 

(1) 扶少團  30,000 

(2) RYLA/YEP  6,000 

(3) 社友小扶輪國際交換  20,000 

(4) 國小棒球國際扶輪親善交流 50000

(五) 扶輪基金  130,000 

(1) 文心扶輪獎學金  60,000 

(2) 配合獎助金-GG  70,000 

(五) 公共關係  130,000 

(1) 媒體公關  5,000 

(2) 社區公關  5,000 

(3) 學校公關  5,000 

(4) 社團公關  5,000 

 合       計  3,773,000  合          計  3,773,000 

2017-18年度   收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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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國際扶輪社長簡介

逸揚賴斯利, 

聖德靈翰, 維省., 澳大利亞人

國際扶輪基金保管委員2011-15

國際扶輪財務長2007-08

國際扶輪理事2006-07

逸揚賴斯利是一位註冊會計師並且是逸揚賴斯利公

司的負責人。他於1976年創立了這家事務所。在他創業

之前，曾在許多大型的會計師事務所中的審查和經營咨詢

部門工作。

自西元1978年起成為扶輪社友，逸揚是一位澳洲維

多利亞省聖德靈翰扶輪社的創社社友。他擔任過國際扶輪

的財務、理事、和無數的各種國際扶輪和基金委員會的成

員和主席。近期，他主要擔任扶輪基金保管委員並且目前

也是2016年首爾世界年會委員會的共同主席。

逸揚一直是一家私立和一家公立學校董事會的一

員，也是聖德靈翰市社區顧問團的成員，和博馬里斯海岸

巡防隊的隊長。他一直也是藍磯達安滑雪俱樂部的會長和

一些慈善機構的榮譽審計員。

逸揚獲得的殊榮包括由澳洲政府頒發的奧斯艾德和

平建立者獎章以表彰他在東帝汶島工作的付出和澳洲社區

服務榮譽獎章，和由扶輪基金會發給的終結小兒麻痺症世

界區域服務獎章。

逸揚和茱莉亞結縭，而她是一位前總監。他們是扶

輪基金的巨額捐獻者和遺贈協會的會員。他們有二位小孩

和四位孫子。逸揚和茱莉亞住在穆魯杜克一塊7公頃土地

上，在那裏他們努力實踐環境永續的有機人生理念。

President-elect 

Ian Riseley 

President 2017-18 

Rotary Club of Sandringham 

Victoria, Australia 

Ian Riseley is a chartered accountant and principal of Ian 

Riseley and Co., a firm he established in 1976. Prior to starting 

his own firm, he worked in the audit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divisions of large accounting firms and corporations. 

Riseley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boards of both a private 

and a public school, a member of the Community Advisory 

Group for the City of Sandringham, and president of Beaumaris 

Sea Scouts Group. He has been president of Langi-Taan Ski 

Club as well as honorary auditor or adviser for a number of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Riseley’s honors include the AusAID Peacebuilder Award 

from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in recognition of his work in 

East Timor, the Medal of the Order of Australia for services to 

the Australian community, and the Regional Service Award for a 

Polio-Free World from The Rotary Foundation. 

A Rotarian since 1978, Riseley has served as treasurer, 

director, Foundation trustee, and member and chair of numerous 

RI and Foundation committees. 

He and his wife, Juliet, a past district governor, are 

Major Donors and Bequest Society members of The Rotary 

Foundation. They live on seven hectares at Moorooduc, where 

they practice their personal philosophy of sustainable and 

organic living. They have two children and four grandchildren

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主題

扶輪改善世界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萊斯禮
國際扶輪2017-18年度社長

 Ian H.S. Riseley
Presid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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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61地區   2017-18 總監簡歷

童瑞龍   Rtn. Five

受獎記錄

2006-2007  獲頒傑出RI社長獎、RI保羅哈理斯之友
  地區最佳社務獎
2007-2008  地區服務獎、推薦新社友獎  
2009-2010  助理總監獎、RI保羅哈理斯之友
2012-2013  國際扶輪基金會保羅哈理斯之友
2013-2014  地區服務優良獎、地區國際義診功勞獎
  國際扶輪基金會保羅哈理斯之友
2014-2015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5-16      巨額捐獻 Level 1               
2016-17      保羅哈里斯協會會員 
    

地區服務扶輪經歷 
2007-2008  地區疾病防治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台中縣第五分區助理總監
2010-2011  參加在台北淡水康和紅樹林
  第八期扶輪領導學院結業
  參加2011國際扶輪曼谷，泰國世界年會
2011-2012  地區STAR委員會主委
            陪同2012-13年度周明智Chest總監參加
  巴里島RI訓練會
2012-2013  地區助理總監
2013-2014  地區國際醫療義診委員會主委
            參加2014國際扶輪社雪梨世界年會
            參加「柬埔寨吳哥窟地區捐贈及義診活動」
2014-2015  地區國際災害救濟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參加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2015-2016  參加2015馬尼拉地帶會議
2015-2016  3461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6-2017  3461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6-2017   參加2016曼谷地帶會議
2017        參加聖地牙哥國際講習會 (IA)

社內扶輪經歷  
2003.07.01  加入台中港東區扶輪社
2003-2004  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副社長、社會服務主委、理事
2005-2006  社長當選人、社務服務主委、理事
2006-2007  社長、理事
2007-2008  諮詢服務主委、理事
2008-2009  世界聯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保羅哈理斯之友主委、理事
2010-2011  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1-2012   疾病防治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2-2013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W.C.S主委、理事
2013-2014  團體交換委員會G.S.E主委、理事
2014-2015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5-2016   巨額捐獻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6-2017   巨額捐獻委員會主委、根除小兒麻痺疾病
  委員會主委、理事 

社會經歷

現任童綜合醫院醫療社團法人副董事長• 
現任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會副董事長• 
現任台灣醫院協會常務理事• 
現任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理事• 
現任台灣私立醫療院所協會常務理事• 
現任台灣醫務管理學會常務理事• 
現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保醫療給付• 
費用醫院總額協 商」委員
現任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全民健康保險藥物• 
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共同擬訂會議」代表

教育部部定講師• 
中台科技大學講師• 
靜宜大學EMBA助理教授• 
現任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及教學醫院評鑑常務委員• 
現任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機構統籌款審議小組委員• 
現任衛生福利部附屬醫療及社會福利機構管理會第二• 
屆委員兼重大投資組審查委員

衛生福利部醫師懲戒覆審委員會委員• 
曾任台中港警察之友會主任委員• 
現任台中市警察之友會常務理事• 
曾任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中區聯誼會第25屆會長• 
曾任台中縣公害糾紛調處委員會調處委員  • 
曾任台中縣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專戶管理運用委員會• 
委員

曾任台中縣都市計劃委員會委員• 
沙鹿青商會1984年會長 並榮獲全國最優秀分會會長獎• 
國際青年商會中華民國總會第33屆年會總幹事• 
國際青年商會第23屆十大傑出青年頒獎大會總幹事• 

出所屬扶輪社：台中港東區扶輪社

出生日：38年12月6日
職業分類：醫院管理

學歷：國立陽明大學醫務管理碩士班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精鍊高階管理與實務

 研習班第一期結業

 國立台灣大學卓越領導人訓練班

 第一期結業

現任：童綜合醫院醫療社團法人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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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區年度工作目標

  A. 達成RI年度扶輪獎(RI社長獎) 目標：

 1. 按時繳納2017年7月和2018年1月的R.I半年年費。

 2. 在扶輪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RCC)輸入

志工時數及服務計畫捐獻，以讓我們衡量扶輪在全球

各地造福人群的成果，宣揚扶輪對世界的影響力。

 3. 為獲得RI扶輪獎(RI社長獎)，各社至少須在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社中央系統)先設定10個目標，再

利用整年度(2017年7月1日起至2018年6月30日止）

進行活動，但為了能及時在地區年會以前得到RI扶輪

獎，建議各社能提前於2018年2月以前完成設定的目

標。大部份活動均能自動藉由RI數據檔審核，但有部

分活動則須由各社將資訊輸入RCC， 了正確掌握扶

輪社活動的成果，可隨時進入RI網站查詢已完成的數

據。

  B.社員成長之規劃目標 :

1 .各社社員人數淨成長。社員人數未滿50名的扶輪社，

其2018年7月1日的人數必須較2017年7月1日的人數

增加至少1名，而社員人數為51名或以上的扶輪社則

必須增加至少2名。

2. 女性社員人數淨成長。社員人數未滿50名的扶輪社必

須增加至少1名女性社員，而人數為51名或以上的扶

輪社則必須增加至少2名女性社員。鼓勵各社寶眷成

為寶眷社員。

3. 未滿40歲的社員淨成長。在1977年7月1日以後出生，

且在2017年7月1日至2018年7月1日之間入社者。社

員人數未滿50名的扶輪社必須增加至少1名未滿40歲

的社員；而人數51 名或以上的社必須增加至少2名未

滿40歲的社員。

4. 成立新社、衛星扶輪社，各分區助理總監致力輔導成

立至少三個新扶輪社。

5.增加新世代的扶輪社員，致力吸收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會及國際扶輪基金會計劃的前受獎人、扶青OB團員

進入扶輪社。

 6.社員成長至500人以上。

 二、地區年度服務計劃及活動規劃

      A.年度服務計畫

  1. 一人一樹救地球 :

RI社長當選人要求2017-18年度扶輪社社員在年度內

每人至少種一棵樹，響應綠化地球植樹運動。地區植

樹工作，原則以扶輪社或分區(數個分區)為單位共同

在各社區做植樹服務；分區或扶輪社亦可配合地區扶

輪日或擇日統一植樹服務。

   建議：

1) 各分區有地方可以種樹的由各分區辦理植樹活動，

例如：豐原有公老坪、大甲有鐵鉆山。找不到適當

種植場所，就配合地區在都會公園辦理植樹活動。

2) 台中市政府有8年100萬棵種樹計劃,若有需要可向

社會局申請。

2. 毒害一生，宣傳反毒健走活動

1) 舉辦扶輪日反毒健走及校園反毒宣傳

2) 各社各自主辦1-2場校園反毒宣傳，主辦社給予獎

狀以資獎勵。

3) 舉辦地區國高中學校“反毒宣傳”海報比賽

4) 網路社群“反毒宣傳”推廣

        ① FB、Line社群

        ② 海報比賽優勝海報

        ③ 反毒宣傳影片藥師公會提供

        ④ 費用6次推播，每次1000元，每次觸及人數

                      1700~4500

3. 2017-18年度地區扶輪日: 2017年10月22日

當天活動時間計畫從上午08:30至中午12:00，包括園

區健走及反毒遊行，並舉辦捐血的活動與器官捐贈簽

約活動；各社同時配合寒冬送暖物質捐贈活動。

1) 社區優質藝文表演,由各扶輪社與民眾結合,各分區

推薦一隊做5~8分鐘之表演。

2) 扶輪日當天各項活動費用，由各社分攤贊助10,000

元。

4. 扶少團幹部訓練與扶少團地區年會

1) 計劃於2017年8月26日舉辦扶少團領導人訓練研習

會

2) 按往例舉辦扶少團地區領導人訓練研習會與扶少團

地區年會，各項經費來源，地區扶少團領導人會議

由各扶少團輔導社每社贊助3,000元，扶少團地區

年會由扶少團各輔導社贊助7000元。

3) 計劃於2017年8月26日舉辦扶少團地區領導人訓練

會議。

5. 持續推動扶輪之子認養計畫

1) 協調四個分區針對當屆畢業生安排職業參觀。

2) 總監月刊刊載扶輪之子之計畫,每分區指派一位社

友負責撰稿，配合職業參觀。

6. 青少年領袖營獎(RYLA) : 各社推薦至少一位18歲以下

青少年參加

1) RYLA舉辦日期依原先既定日期為

 2018.2.04~05。

國際扶輪3461地區2017-2018年度

工作目標與年度服務計劃【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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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每社分攤費用3,500元，可抵扣推薦一名參加，

報名費每一名參加費用為3,500元。

3) 地點:西湖渡假村

7. VTT計畫:

2017-18 年度的計劃,將在泥泊爾、柬埔寨二個國

家做醫療系統規劃與 訓練。

8. 扶輪友誼交換(RFE)已規劃國外四個地區來舉辦，

分別如下：

1) Monterrey of North Mexico D-4130/ Canada 

D-5060

2) Rissian Fareast(庫頁島海參崴) xD-57

3) 泰國清邁D-3360

4) 印度D-3030/D-3170及泥泊爾D-3292

9. RYE交換學生計畫 :派遣或接待至少一位扶輪青少

年交換 (Rotary Youth Exchange) 學生或接待至少

一位年輕人參加青年領袖營獎 (RYLA) 活動，以促

進和平及培養未來的領導人。

1) OB派遣長、短期申請辦法 : 2017/7月初公告, 

2017/9月初截止

2) IB抵台, 各社暨接待家庭接機時間表:

 2017/8/19-20(週六、週日)

10. 地區騎行活動 :以響應世界根除小兒麻痺日

   (World Polio Day)。

舉辦校園巡迴反毒宣傳及鼓勵捐獻根除小兒麻痺

基金，發揚扶輪公共形象。

11. 地區慈善馬拉松公益慢跑活動 :

規劃於2017年11月11日( 星期六 )假苗栗縣立體育

場舉辦公益馬拉松嘉年華。

12. 持續在地區舉辦偏鄉英語教育:由各社自行籌辦，

地區全力支援。

13. 舉辦「肝病防治教育訓練活動」(民眾肝病免費篩

檢暨追蹤)

14. 舉辦宣導「器官捐贈」推動活動

15. 與一個或多個企業、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立

或維繫夥伴關係並共同推動服務計畫:

   配合台中市社會局長照2.0計劃,協助日間托老交

通接送服務,推動扶輪社或分區舉辦募車捐款計

畫，一部90萬，社會局計畫募集7部交通車。

  B、活動規劃負責單位 : 主辦扶輪社

1. 地區扶輪日—台中大光扶輪社

2. 地區反毒宣傳—大肚扶輪社

3. 地區寒冬送暖物質捐贈活動—台中惠來扶輪社

4. 地區捐血活動—台中台美社

5. 地區根除B型肝炎— 台中省都社

6. 地區自行車環島宣傳反毒、根除小兒麻痺運動— 台

中大屯社

7. 地區扶輪馬拉松活動—台中東南社

三、地區年度國際扶輪基金捐獻計畫 

1. 與國際扶輪基金會合作至少一項由全球獎助金或地

區獎助金贊助的服務計畫。

2. 為了協助扶輪推動更多專案，國際扶輪基金的各社

平均捐款較2016-17年度增加至少百分之十。

3. 增加捐獻US$25或以上給國際扶輪基金會的社員人

數。

4. 年度基金參與率100％（每位現職社員在2017年7

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都捐獻年度基金），

確保每位社員捐獻年度基金US$100。

5. 根除小兒痲痺基金捐獻：為達成國際扶輪根除小兒

痲痺目標，並配合End Polio Cycling Tour 每一扶

輪社至少捐獻根除小兒麻痺基金2,650美元以上。

6. 國際扶輪基金會永久基金捐獻：鼓勵每社捐獻國際

扶輪基金會之永久基金1,000美元，充裕基金會的

規模。

7. 巨額捐獻：鼓勵社員一次性或累積捐獻達美金壹萬

元，成為榮耀的巨額捐獻者每分區目標5位以上。

8. 指定用途捐獻：衡量地區全球獎助金之申請，或特

殊服務性質需求，助理總監協調該分區各社社員適

度捐獻於指定用途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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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新台

幣600元以上。

2) 提供碩士班學生及博士班學生獎學金。

3) 鼓勵捐贈冠名獎學金。

4) 推廣百萬中華扶輪基金榮譽董事。

四、國際會議 : 請踴躍報名國際扶輪會議

1. 地帶研習會：2017年12月1日∼3日於台北圓山飯

店舉行。

2. 世界年會：2018年6月24日∼6月27日於加拿多倫

多大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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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台中文心扶輪社台中文心扶輪社

工作計劃
2017-18年度

  辦事處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9F-2
 Tel.Fax 04-2372-7142
   E-mail rotary.wenshi@msa.hinet.net
         http www.wenshin.org
   例會  每週三 PM 6:30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2宴會廳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台中文心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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