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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22-2023年度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議 程 表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總長 (分鐘 ) 議 程 負 責 人

8:30 9:30 60 報到、聯誼 (6F) 樹林社、泰山社

9:30 9:31 1 鳴鐘開會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9:31 9:36 5 扶輪歌曲《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陳星光 P.P. Gino (泰山社 ) 
林志銓 P.P. Mark (泰山社 )

9:36 9:40 4 介紹貴賓 林忠文 D.S. Banker (三重三陽社 )
9:40 9:45 5 貴賓致詞 林修銘 T.R.F trustee Frederick (台北同德社 )
9:45 9:48 3 地區訓練講習會主委致詞 黃瑞祥 P.P. Rubber (樹林社 )
9:48 9:51 3 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主委致詞 秦浤榮 P.P. Rich (泰山社 )
9:51 9:56 5 總監致詞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9:56 10:01 5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致詞 陳向緯 P.D.G. Brian (三重東區社 )
10:01 10:05 4 團體照 黃俊欽 P.P. Justin (3490地區網路社 )

10:05 11:35 90 專題演講： 燃燒吧，小宇宙！人生就
是一場馬拉松

蔡國圳 Roger Tsai

11:35 11:45 10 中場休息

11:45 12:25 40 專題演講：感動人心的社區服務與扶
輪公共形象提升

林華明 P.D.G. Venture (台北東門社 )

12:25 13:15 50 午餐 (3F、5F)
13:15 13:25 10 樂活時間：帶動跳 (6F) 新北市百合社

13:25 13:55 30 專題演講：社員發展 馬靜如 P.D.G. Sara (台北瑞安社 )
13:55 14:25 30 專題演講：扶輪基金捐獻 林乃莉 P.D.G. Nellie (台北華新社 )
14:25 14:35 10 移動教室 (3F、5F) 樹林社、泰山社

14:35 15:25 50

【分組討論】

【教室 A】社長組
如何做個快樂的好社長
5F 紫艷盛世廳

引言人：D.G.E. Ethan 陳昱森 (樹林社 )
引導人：王玉芬 P.P. Aki (板橋中區社 )
引導人：李正勛 I.P.P. Ricky (新北瑞芳社 )

【教室 B】秘書、社務行政組
角色、責任的執行
5F 紫艷好事廳

引言人：蔡志明 P.D.G. Li-Shin (吉安社 )
引導人：王正欽 P.P. Samuel (新北市產經社 )
引導人：陳明秀 Rtn. Lilian (新北市產經社 )

【教室 C】財務組
角色、責任的執行
3F 伊麗莎白廳

引言人：吳維豐 P.D.G. David (新莊中央社 )
引導人：顏春燕 P.P. Rosella (新北市百合社 )
引導人：呂家華 I.P.P. CPA (新北市百合社 )
引導人：汪忠平 I.P.P. Charles (板橋社 )

．時 間：2022年07 月30 日 ( 星期六 ) 
．地 點：新莊典華大飯店6樓
．承辦社：樹林扶輪社、泰山扶輪社
．DTA主委：黃瑞祥 P.P. Rubber (樹林社)
．DVCW主委：秦浤榮 P.P. Rich (泰山社) 

．司 儀：陳愷尉 Rtn. Ben (泰山社)

．司 儀：李淑玲 Rtn. Linda (新北市百合社) 

．DTA執行長：林進益 P.P. Eagle (樹林社)

．DVCW執行長：陳星光 P.P. Gino (泰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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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22-2023年度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議 程 表
．時 間：2022年07 月30 日 ( 星期六 ) 
．地 點：新莊典華大飯店6樓
．承辦社：樹林扶輪社、泰山扶輪社
．DTA主委：黃瑞祥 P.P. Rubber (樹林社)
．DVCW主委：秦浤榮 P.P. Rich (泰山社) 

．司 儀：陳愷尉 Rtn. Ben (泰山社)

．司 儀：李淑玲 Rtn. Linda (新北市百合社) 

．DTA執行長：林進益 P.P. Eagle (樹林社)

．DVCW執行長：陳星光 P.P. Gino (泰山社)

開始時間 結束時間 總長 (分鐘 ) 議 程 負 責 人

【教室 D】社員發展組
角色、責任與資源合作的執行
5F 紫艷喜事廳 

引言人：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
引導人：葉益源 P.P. Yeh (新北市新世代社 )
引導人：梁碧兒 P.P. Bill (新北市金荷社 )

【教室 E】扶輪基金、服務計劃組
角色、責任的執行
3F 愛丁堡廳

引言人：謝漢池 P.D.G. Beadhouse (羅東西區社 )
引導人：張龍居 P.P. Jacky (基隆中區社 )
引導人：包念華 C.P. Apple (花蓮菁英社 )

15:25 15:45 20 中場休息、下午茶 (3F、5F) 樹林社、泰山社

15:45 16:35 50

【分組討論】

【教室 A】社長組
激起團隊的熱情／D.E.I.多元、平等、包容
5F 紫艷盛世廳

引言人：D.G.E. Ethan 陳昱森 (樹林社 )
引導人：王玉芬 P.P. Aki (板橋中區社 )
引導人：李正勛 I.P.P. Ricky (新北瑞芳社 )

【教室 B】秘書、社務行政組
資源、合作的尋找執行
5F 紫艷好事廳

引言人：蔡志明 P.D.G. Li-Shin (吉安社 )
引導人：王正欽 P.P. Samuel (新北市產經社 )
引導人：陳明秀 Rtn. Lilian (新北市產經社 )

【教室 C】財務組
資源、合作的尋找執行
3F 伊麗莎白廳

引言人：吳維豐 P.D.G. David (新莊中央社 )
引導人：顏春燕 P.P. Rosella (新北市百合社 )
引導人：呂家華 I.P.P. CPA (新北市百合社 )
引導人：汪忠平 I.P.P. Charles (板橋社 )

【教室 D】公共形象組
角色、責任與資源合作的執行
5F 紫艷喜事廳

引言人：賴正時 P.D.G. Victor (板橋社 )
引導人：葉益源 P.P. Yeh (新北市新世代社 )
引導人：梁碧兒 P.P. Bill (新北市金荷社 )

【教室 E】扶輪基金、服務計劃組
資源、合作的尋找執行
3F 愛丁堡廳

引言人：謝漢池 P.D.G. Beadhouse (羅東西區社 )
引導人：張龍居 P.P. Jacky (基隆中區社 )
引導人：包念華 C.P. Apple (花蓮菁英社 )

16:35 16:45 10 中場休息 (移動至 6F) 樹林社、泰山社

16:45 17:05 2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推廣 董事長 朱秋龍 P.D.G. Porite (竹南社 )

17:05 17:15 10 地區扶輪公益網推廣：從 600到
1000的公益之路 呂東翰 P.P. Luke (新北和平社 )

17:15 17:30 15 年度計劃介紹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17:30 17:35 5 2023墨爾本世界年會宣導 洪清暉 P.D.G Ortho (板橋西區社 )
17:35 17:41 6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講評 陳向緯 P.D.G. Brian (三重東區社 )
17:41 17:44 3 DVCW承辦社社長致謝詞 黃能賢 I.P.P. Mold (泰山社 )
17:44 17:47 3 DTA承辦社社長致謝詞 蔡元泉 I.P.P. Chuan (樹林社 )
17:47 17:51 4 頒發感謝狀暨致贈紀念品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17:51 17:54 3 總監致閉幕詞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17:54 17:55 1 鳴鐘閉會 陳汪全 D.G. Paul (三重三陽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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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2022-2023年度 R.I. 社長
珍妮佛．瓊斯 Jennifer E. Jones 簡介

加拿大安大略省

溫莎-羅斯蘭(Windsor-Roseland)扶輪社

瓊斯是溫莎屢獲殊榮的媒體公司 Media Street Productions Inc. 的創始人兼董事
長。她曾任溫莎大學理事會理事長和溫莎-埃塞克斯區商會會長。她因服務傑出榮獲表
彰受頒基督教青年會和平獎章、女王鑽禧獎章及第一位加拿大人獲得的韋恩州立大學

的年度和平創造者獎。瓊斯擁有法學博士學位(LL.D.)。

身為首位被提名為的女性，瓊斯深知貫徹扶輪的「多元、平等與包容（DEI）聲
明」Diversity, Equity and Inclusion (EDI) Statement 有多麼重要。瓊斯說：「我相
信多元、平等和包容⋯⋯從最高層開始，對於我們來說，要實現女性社員和40歲以下
社員的增長---這些人口需要反映在領導層中。」 「我將努力使兩類社員都保持兩位數
的增長，同時又不失整個扶輪家庭的視野。」

瓊斯，自1997年以來一直是扶輪社員，曾任國際扶輪的副社長、理事、訓練領導
人、委員會主委、主持人及地區總監。她曾任加強扶輪顧問小組主委，在扶輪的品牌

重塑工作中發揮了領導作用。她是現在就根除小兒麻痺歷史倒數計時運動委員會共同

主委，該委員會的目標是為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籌集1.5億美元。瓊斯還曾在2020年
領導過成功的「扶輪應援電視馬拉松」(#RotaryResponds Telethon)，為COVID-19救
濟活動籌集了急需的資金，並有超過65,000人觀看。

瓊斯還曾獲頒國際扶輪的「超我服務獎」與「扶輪基金會有功服務獎」。她與丈

夫尼可拉斯 • 柯雷亞西奇 Nick Krayacich 是扶輪社基金會的阿奇柯藍夫會、保羅哈
理斯會及遺贈會的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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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說我們的故事

自
從我加入扶輪的每個月，我都期待閱讀這本刊

物，尤其是開頭來自我們扶輪社長的文告。我承

認雖然我十分瞭解數位版的好處，我仍十分享受

坐下來翻閱雜誌光滑扉頁的觸感。這些頁面匯集了與我們

偉大的組織── 我們都瞭解與熱愛的組織── 有關的珍貴

照片及值得記憶的故事。這些年來，我對服務計畫及各位

所改變的生命有許許多多的瞭解。

身為宣傳專業人士，我渴望讓我們的故事經常出現

在主流媒體，我們的旗艦雜誌可以出現在醫師候診間、

咖啡館、或任何人們坐下來、等待、瀏覽的地方。扶輪

社員更加瞭解我們的作為很好── 但如果更多人知道我

們的故事豈非更好？

在我思考我們在來年如何在全球宣傳扶輪時，這一

切是我最先想到的事。接下來 12個月，我們將聚焦在

服務計畫，向世界展示扶輪服務，我們將有策略地來進

行。我和尼克會鎖定與我們焦點領域有關的一些最有影

響力、永續、可測量的扶輪計畫，我們稱之為「想像影

響力之旅」(Imagine Impact Tour)。

我們將邀請一流的記者、思想領袖，及有影響力的人士運用他們

的管道來協助我們提高知名度，接觸那些想要服務卻還不知可以透過

扶輪來做到的人。

可是還要考慮一個重要的問題── 我們的碳足跡。我認真看待扶

輪在環保議題的新興領導地位。我們社員在新冠疫情期間所樹立的模

範是我們刻畫未來的基礎。

這表示我們要利用數位科技來述說我們的故事── 我們會對任何

會聆聽的人推文、發文、「直播」。我們必須考慮環境，其中一部分

就意味著不要總是親自前往，而是像我們過去兩年來一樣繼續以有意

義的方式保持連結。

當然，我們是愛社交的人，我們需要共聚一堂。我們只需要更加留

意我們的決定，思考我們的聚會如何有一點點不同。舉例來說，如果我

們親自前往參觀某項計畫，便可以把後續的行程規劃在鄰近區域。

因此，你的故事是什麼？誰會有助於述說這些故事？我希望你可

以考慮推動自己的「想像影響力」行動── 你的故事不妨是自己可以

輕鬆在社群媒體上或是 Zoom會議中宣傳的東西。思考如何在你的社

及地區展示值得注目的計畫。

我們都感受到扶輪服務及價值觀對我們的影響力。現在就是我們

與他人分享這種感覺的時刻。

珍妮佛‧瓊斯

國際扶輪社長

社
長
文
告

「我們將聚焦

在服務計畫，

向世界展示扶

輪服務，我們

將有策略地來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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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y month since I joined Rotary, I’ve 
looked forward to reading this magazine, 
especially the opening essay from our 
Rotary president. I’ll admit that as much as 
I appreciate a digital copy, I still revel in the 

tactile sensation of sitting down and leafing through 
the magazine’s glossy pages. They are a treasure trove 
of photos and memorable stories about our great 
organization — the one we all know and love. I have 
learned so much over the years about service projects 
and the lives that each of you have transformed.

As a communications professional, I have longed 
for the day our stories would be a regular part of 
mainstream media and our flagship magazine might 
populate doctor’s offices, coffee shops, or anywhere 
else people sit, wait, and browse. It’s great that 
Rotary members are better informed about all we do 
— and wouldn’t it be that much better if more people 
knew our stories? 

All this was top of mind as I thought about our 
plans for promoting Rotary worldwide during the 
upcoming year. Over the next 12 months, we are going 
to shine a light on projects that put Rotary service on 
display to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do it strategically. Nick and I will 
focus on some of the most impactful, sustainable, and scalable Rotary 
projects from our areas of focus, in what we call the Imagine Impact Tour.  

We are inviting top-tier journalists, thought leaders, and influencers 
to use their channels to help us raise awareness by reaching people who 
want to serve but have not yet realized they can do it through Rotary. 

But there was another important issue to consider — our carbon 
footprint. I take seriously Rotary’s emerging leadership position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The example set by our members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fundamental to how we carve out our future.  

That means we will harness digital technology to tell our stories — 
we will be tweeting, posting, and “going live” to anyone who will listen. 
We must consider the environment, and part of that means not always 
traveling but continuing to connect in meaningful ways as we have for 
the past two years. 

Of course, we are social people, and we still need to be together.  
We simply need to be more mindful of our decisions and think about 
how we gather jus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For example, if we travel to 
visit a project, we will plan successive visits in neighboring areas.  

So, what are your stories and who can help tell them? I hope you 
might consider your own Imagine Impact efforts — your story might 
be something you can promote just as easily on social media or during 
a Zoom call. Think about ways to showcase notable projects in your 
clubs and districts.   

We all feel the impact that Rotary service and values have on us. 
Now it’s our opportunity to share that feeling with others. 

JENNIFER JONES 
Presid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S MESSAGE

E

Telling  
our stories

“We are going 
to shine 
a light on 
projects that 
put Rotary 
service on 
display to 
the world, 
and we are 
going to do it 
strategically.”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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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 a project, we will plan successive visits in neighboring areas.  

So, what are your stories and who can help tell them? I hope you 
might consider your own Imagine Impact efforts — your story might 
be something you can promote just as easily on social media or during 
a Zoom call. Think about ways to showcase notable projects in your 
clubs and districts.   

We all feel the impact that Rotary service and values have on us. 
Now it’s our opportunity to share that feeling with others. 

JENNIFER JONES 
Presid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PRESIDENT’S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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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 Paul

所 屬 社：三重三陽扶輪社
夫人姓名：李素蓁 Salina
職業分類：土地開發

現  職：寶石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通訊地址：248新北市三重區自強路1段306號
電  話：(02)2985-2811
傳  真：(02)2982-8676
E - mail：paulwc@ms5.hinet.net

扶輪經歷： 對扶輪的特別貢獻：

基金捐獻紀錄：

1997年11月26日加入三重三陽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
1997-1998 公共關係主委、社員副主委
1998-1999 公共關係主委
1999-2000 糾察
2000-2001 人類發展主委、公共關係副主委
2001-2002 社會服務主委
2002-2003 休閒活動主委、人類發展主委、社會服

務副主委
2003-2004 社區發展主委、公共關係副主委、社區

服務副主委
2004-2005 扶輪保健主委、社員發展副主委、公共

關係副主委、扶輪家庭副主委
2005-2006 國際青少年計劃主委
2006-2007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主委
2007-2008 扶輪家庭副主委
2008-2009 理事、職業分類主委、扶輪社行政管理

主委、社務服務主委
2009-2010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員常任主委、提

名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理事、社長、提名委員
2011-2012 理事、職業服務主委、顧問主委、提名委員
2012-2013 社員主委、廣告媒體促進副主委、顧問委員
2013-2014 助理總監
2014-2015 前受獎人副主委
2015-2016 社員發展主委
2016-2017 社員主委、職業訓練團隊計畫(VTT)主委
2017-2018 理事、扶輪基金常任主委
2018-2019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9-2020 年度永久基金委員會主委
2020-2021 2022-2023年度總監提名人
2021-2022 總監當選人

2010-11~2019-20
連續10年向三重區公所及交通局爭取三重立體停車
場設置公 共形象看板-宣揚扶輪公共形象和社會大眾
分享扶輪

2018-2019
世界社區服務(WCS)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 MC 
小學興建工程及扶輪眼科醫院手術設備捐贈 2 萬元整
2019-2020
世界社區服務(WCS)緬甸甘妮小學興建工程捐贈 2 萬元整

1998-1999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1-200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2-2003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8-2009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09-2010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0-2011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2-2013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3-2014 巨額捐獻人 
2014-2015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5-2016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6-2017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7-2018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8-2019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 元
2019-2020 保羅哈理斯捐獻51,818 元
2020-2021 保羅哈理斯捐獻11,000 元
2021-2022 保羅哈理斯捐獻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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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 DMS/DRFS/DPIS District Vibrant Club Workshop
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地區總監

陳汪全 D.G. Paul 致詞

嚴格來說，所有的訓練會或是研討會基本上都必須在年度開始之前完成，但是在

疫情起起伏伏的這段期間，要做出調整或是延期的決定實在很難，因為每一位社友的

健康都很重要，也直接影響到社友的家人，每場訓練會也都有它訓練的意義與目標，

牽動的都是幾百或是上千社友的寶貴時間，同時還要協調講師的行程與調整所有後勤

支援，像是場地、膳食、服務的團隊等，真是牽一髮動全身，在多次會議的協調後，

才將兩個訓練會合併舉行，真的要特別感謝兩個主辦社與訓練師與訓練委員會的團隊

們。

舉辦「地區訓練講習會」是在幫助社長當選人訓練未來的團隊，包括秘書、財

務、基金主委、行政管理主委、公共形象主委、社員主委、服務計畫主委等等，這也

是新年度扶輪領導人上任前很重要、最大型的一場講習會，主要目的是要讓社員們瞭

解下年度新的國際扶輪總社社長的年度主題目標及特別強調的各種活動與服務計劃，

同時也宣示總監當選人對地區的年度目標與工作重點。

而「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是把過去的社員成長、扶輪基金及公共形象等

三個服務計畫結合起來，一起合作以協助扶輪行動，主要是讓社友們瞭解這些工作的

彼此關聯性，如何相互結合帶給各扶輪社的持衡不墜的前進力量。

在國際扶輪的規劃裡，每一位社友，包括總監、地區職員、各委員會主委、以至

各社社長、秘書、職員都要接受各種不同的訓練，透過課程的培訓，使社友們瞭解所

擔任職務的角色與責任，進而能一步一步地完成他們的年度計畫和任務；由於疫情的

因素延誤訓練會舉辦的時程，各位都已走馬上任，成為各扶輪社的團隊與各項工作的

領導人，這個年度裡需要您與社長和團隊密切合作，推展各項活動與服務計劃，協助

社務行政的運作，將使貴社的社務及各項計劃更為有效率及趣味性。

這次的訓練會我們邀請3522地區 P.D.G. Venture、3521地區 P.D.G. Sara、 
3522地區P.D.G. Nellie以親身經歷與社友們分享、交流，在此特別感謝講師們；也感
謝訓練師P.D.G. Brian與訓練委員們的指導，還要感謝承辦社樹林社與泰山社的兩位主
委P.P. Rubber及P.P. Rich、召集人P.P. Alex和Leo暨全體社友們鼎力協助、用心安排，
才能讓今天的訓練會順利舉辦。

在此祝今天的訓練會圓滿順利，各位社友身體健康，萬事如

意，收穫滿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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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有活力的扶輪社研討會提供各社領導人本年度地區目標、學習

角色與責任、領導力和發展社目標的機會。同時也是各社交換意見、展開合作、建立

團隊、採取行動的時刻。

讓我們想像扶輪是快樂的世界，而真心付出才能達到目標。真心付出帶來積極的

回報，人們放下自我，全心全意付出，社區將會充滿幸福。就像石子丟到池塘，造成

漣漪不斷。我們把歡樂聲、笑聲、掌聲傳播給周遭的人，效應將會十分巨大。

在此鼓勵各社強化產生一個社的年度挑戰目標，和地區的目標連成一線，最後真

心付出，轉化行動達成任務。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陳向緯 P.D.G. Brian（布萊恩）簡介&致詞

扶輪經歷： 表彰：

2010 加入三重東區社 
2014-2015    社長、三東湧蓮扶青社創社保姆
2017-2018    新北市金荷社創社保姆                 
2018-2023     地區倡議根除小兒麻痺單車公益環

島勇士夫妻

2020-2021    地區總監D.G.、大坪頂社創社總監
2021-2022    Zone 9, ICC 22 九地帶2022年 
 國際扶輪年會推廣主委

2022-2023     地區訓練師、台灣扶輪總會理事、
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監事、地

區理監事會議主委、地區扶少團保

姆

2016-2017 阿奇 • 柯蘭夫會員 
 AKS Member, Trustees Circle
2017-201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百萬捐獻 
 榮譽董事

2018-2022 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

所 屬 社：三重東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腎臟內科專科醫師

現  職：仁馨洗腎診所負責人
通訊地址：241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1號5F
電  話：(02)2989-0808
傳  真：(02)2989-9063
E - mail：ri3490.gov202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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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 DMS/DRFS/DPIS District Vibrant Club Workshop
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地區訓練講習會主委

黃瑞祥 P.P. Rubber 簡介&致詞

所 屬 社：樹林扶輪社
職業分類：橡膠業

現  職：東庭橡膠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通訊地址：333桃園市龜山區茶專一街66巷3號 
行動電話：0910-076-235

地區總監 D.G. Paul、秘書長 Banker、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P.D.G. Brian、各位
扶輪領導人、各位社友大家好，非常榮幸樹林社主辦了今年的地區講習會，因緣際會

讓我們與泰山社能共同主辦，非常開心，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雖然疫情的因素5月無法舉辦，但總監為了讓大家都能有確實的收穫所以延到今天
舉辦實體課程的研習會、請的都是最Top的講師，希望大家入寶山不要空手而回，用心
體會甚麼是扶輪，最後感謝大家的參與，祝今天會議圓滿成功！

扶輪經歷：

2004-2005  入社
2008-2009  秘書
2016-2017  社長
2017-2018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會委員
2019-2020  地區水管理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地區年度計畫基金推廣主委
2021-2022  地區前受獎人聯誼委員會委員
2022-2023  地區訓練講習會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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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主委

秦浤榮 P.P. Rich 簡介&致詞

所 屬 社：泰山扶輪社
職業分類：油品買賣

現  職：板新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通訊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橋頭6號
行動電話：0935-346-957
E - mail：chinhungjung@gmail.com

地區總監D.G. Paul 賢伉儷、秘書長  Banker、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P.D.G. 
Brian、各位扶輪領導人、各位貴賓 大家好：

首先感謝各位扶輪前輩一大早就從各地前來參加2022-2023年度地區有活力扶輪
社工作研討會，因疫情關係從5月份延到今天與地區訓練研習會合併舉行、情非得已
在此向大家說聲抱歉！今天這場訓練會總監團隊精心安排非常優秀的講師、豐富的內

容、精彩的演講希望各位扶輪前輩都能夠收獲滿滿，並帶回各社在想像扶輪年度裡激

發潛能發揮活力扶輪的精神、創造扶輪價值、(有路延路唱歌、無路攀山過嶺、什麼艱
苦攏不驚、這就是扶輪精神啦！) 

此次研討會要感謝樹林社l.P.P. Chuan 主委PP Rubber、兩社召集人：Leo、P.P. 
Alex執行長P.P. Eagle、P.P. Gino、及全體社友的協助、同時也感謝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社長Gift帶領全體社友鼎力支持，至今研討會能夠順暢進行、預祝圓滿成功。

最後敬祝與會社友平安健康、萬事如意、各社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扶輪經歷：

1999年04月08日加入泰山扶輪社
2000-2001 社長
2002-2003 第六分區秘書長
2005-2006 地區消除貧窮委員會主委
2006-2007 第六分區助理總監
2007-2008  總監特別代表（輔導成立台北縣

百合扶輪社）

2015-2016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緬甸)
2019-2020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緬甸)
2021-2022  地區永久基金捐贈人BNF推廣主

委

2022-2023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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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 DMS/DRFS/DPIS District Vibrant Club Workshop
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專題演講人

蔡國圳 Roger Tsai 簡介

現     職：海峽兩岸資深企業培訓顧問／專職講師
資深團隊動能引導師

馬拉松愛好者(不間斷跑步)
生活玩家.旅遊達人

志業／經歷：中華民國企管菁英協會理事長(2013-2017)
中華民國逢甲經濟人協會常務理事兼北區會長

桃園縣人資主管協會創會理事 
元智大學經管系講師

勞委會職訓局TTQS顧問
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全民共通核心職能講師

1. 疫情下極需的正能量  

2. 我的馬拉松故事 

3. 關於挫折這件事 

4. 跑步不只是跑步 

5. 我跑的不只是速度，更是態度！

6. 跑步就是人生 

7. 全世界最遙遠的距離

 ∼從知道（想到）到做到的距離 

8. 沒有奇蹟，只有累積！

9. Don't prove,Improve! 

10.Q&A 

主題：燃燒吧，小宇宙∼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

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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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專題演講人

林華明 A.R.C./P.D.G. Venture（台北東門社）簡介

所 屬 社：台北市東門扶輪社
籍  貫：台灣省屏東縣
生  日：1953年2月12日
職業分類：創業投資

學  歷：日本慶應大學企管碩士
現  職：艾褔管理顧問 (股) 公司董事長
 友華生技醫藥 (股) 公司董事
 中華民國股權投資協會理事

 台北市六堆客家會理事

 紅馬集團 (股) 公司董事

扶輪經歷：

表彰： 曼谷扶輪地帶研習會：

國際會議：

1990/12/12台北市東門扶輪社創社社員 
2003-2004 第13屆社長 
2005-2006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主委 
2006-2007 地區年會第一工作會召集人 
2007-2008 地區保健防飢及人道3H獎助金主委
 地區配合獎助金副主委 
2009-2010 第6分區助理總監
 地區年會副主委 
2010-2011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總監月報編輯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地區秘書長
 台北市東鴻社創社總監特別代表 
2015-2016  地區總監
2016-2017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跨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印度D3131RI社長代表 
2017-2019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2018-2021  ARC(國際扶輪第九地帶助理地帶扶輪協

調人 )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祕書長 
2020-2023 國際扶輪3522地區立法會議代表

1984-1986 日本扶輪米山獎學生 
2002-2003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3-2004 永久基金捐獻人 

2017 台北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9 德國漢堡國際年會  
2019 馬尼拉扶輪地帶研習會

1994 台北國際年會  
2004 日本大阪國際年會  
2010 加拿大蒙特婁國際年會  
2012 泰國曼谷國際年會  
2012 馬來西亞 Selangor 地帶研習會  
2013 台北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4 澳洲雪梨國際年會  
2014 馬來西亞 Kota Kinabalu地帶研習會  
2015 聖地牙哥國際講習會  
2016 韓國首爾國際年會

2003-2004   RI社長獎
2005-2006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7-2008 扶輪基金會地區服務獎 
2012-2013 鉅額基金捐獻人 
2012-2013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人 
2013-2014 鉅額基金捐獻人 
2014-2015 鉅額基金捐獻人 
2015-2017 扶輪基金冠名捐贈基金捐贈人 
2019-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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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經歷：

扶輪基金捐獻：

專業獎項與排名：

扶輪獎章(含地區及R.I.的扶輪獎章)：

2022-2023 2022扶輪國際講習會－訓練領導人
2021-2022  2021扶輪新加坡地帶研習會－總監當選

人訓練會D.G.E.及眷屬中文組訓練引導人
及眷屬英文組負責人/2021馬尼拉R.I.社
長會議－區域委員會節目組台灣區組長
/2021地區訓練師訓練會-訓練引導人

2020-2021 扶輪地帶助理協調人
2019-2020 地區總監、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
2018-2019 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7-2018 地區總監提名人&地區副訓練師
2016-2017 地區總監指定提名人
2015-2016 地區講習會主委
2014-2015 地區服務主委
2013-2014 地區團隊訓練會主委
2012-2013 3520地區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11-2012 台灣生命橋樑獎學金計畫發起人
2010-2011 瑞安扶輪社創社社長&地區公關主委
2009-2010 法治教育推廣地區主委
2008-2009 2008台北研習會司儀組組長
2007-2008 地區扶少團主委
2006-2007 地區扶少團主委
2004-2005 地區公關主委
2002-2003 地區年會主題聯合午餐會主委
2001-2002 北安扶輪社第三屆社長
1999 北安扶輪社創社社友&副社長

2019-2020 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

•  2014、2016年Euromoney頒贈亞洲女性商業法律
•  錢伯斯亞太指南 (Chambers Asia-Pacific) 評
選為聘僱及勞工法領域「首選律師」(Band 1 
Lawyer) (自評選起每年獲選)

•  亞太法律服務評鑑五百強 (The Legal 500 
Asia Pacific) 評選為「領銜律師」(Leading 
Individual) (自評選起每年獲選)

2019-2020 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
2018-2019 巨額捐獻
2017-2018 卓越貢獻獎
2017-2018 巨額捐獻
2016-2017 地區服務傑出貢獻獎
2015-2016 地區服務卓越貢獻獎
2014-2015 國際扶輪職業服務領袖獎
2014-2015 巨額捐獻
2014-2015 卓越貢獻獎
2014-2015 地區社員發展功績獎
2013-2014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3-2014 卓越貢獻獎
2013-2014 地區社員發展成就獎、特別功績獎
2012-2013 地區社員發展成就獎、特別功績獎
2012-2013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1-2012 永久基金捐獻
2011-2012 地區貢獻獎
2011-2012 扶輪親善獎
2011-2012 R.I.社長獎
2003-2004 地區服務功績獎
2001-2002 R.I. 社長獎
2001-2002 R.I. Global Quest(R.I.成就獎)
2001-2002 地區21世紀金鷹獎
2001-2002 地區重大服務事功獎

專題演講人

馬靜如 P.D.G. Sara（台北瑞安社）簡介

所 屬 社：D.3521 台北瑞安扶輪社
職業分類：律師

學  歷：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經  歷：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現職)
 美國商會理監事

 柏克萊大學法學院校友會共同發起人

 美國商會/歐洲商會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委
  生命橋樑基金會/防暴聯盟/媽媽監督核電廠聯盟/

懷幼圓夢協會-發起人/理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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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專題演講人

林乃莉 P.D.G. Nellie（台北華新社）簡介

所 屬 社：台北市華新扶輪社
地  區：3522
職業分類：家具製造

現  職：僑大家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  歷：Chaminade University 企業管理

扶輪經歷：

表彰及受獎：

2010-2012 台北市華新扶輪社創社社長            
2012-2013 地區巨額捐獻委員會副主委
2013-2014 3520地區第二分區副助理總監
          地區年會閉幕式委員會主委

          台北亞洲地帶研習會市長午餐會主委

2014-2015 3520地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副主委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PETS主委
          RFE 副主委
2015-2016 社長秘書聯席籌備委員會主委
          全球獎助金委員會副主委

2016-2017 3522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3522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8-2019 3522地區總監

2012 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

2020-2021 健康捐獻提倡活動委員會
 副主委

 3522地區訓練師
 3522地區扶輪基金副主委
 新加坡地帶研習會扶輪基金 
 主講人

2021-2022 3522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3522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3522地區扶輪基金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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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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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分組討論社長組：

2005 加入桃園扶輪社
2012 轉入樹林扶輪社
2017-2018 樹林扶輪社第37屆社長

2014-2016 地區RYE委員
2015-2016 地區引導人
2016-2017 地區引導人
2016-2019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2018-2019 地區獎助金研習會講師
 地區獎學金主委
 台灣扶輪領導學院學員班第50期
2019-2020 台灣扶輪領導學院地區主委、台

灣扶輪領導學案學員班第56主辦
社主委、台灣第一屆獎助金種子
講師、台灣扶輪領導學院高級班
第一期、地區引導人、地區獎助
金研習會講師、社長當選人訓練
會講師、地區RFE菲律賓扶輪友誼
交換、地區WCS副主委、地區成
年禮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地區2023-2024 總監提名人、地
區WCS主委、地區獎助金主委

 地區引導人、台日國際扶輪親善
會地區代表、地區RYLA委員、地
區成人禮委員、地區NGSE委員

2021-2022 地區2023-2024 總監提名人

2012-2013 台灣台北地帶研習會
2013-2014 澳洲雪梨世界年會
2016-2017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
2017-2018 AKS 會員
 建立締結姊妹社泰國風車社
 建立創設惠森衛星社
 GG 1860871泰國的扶輪全球獎

助金服務計畫
2018-2020 GG 1979471曾 灝醫師美國密西

根大學碩士的扶輪全球獎助金
2019-2020 AKS Level 2 /TRF Circle Member
2020 菲律賓馬尼拉地帶研習會
2021 新加坡地帶研習會
2021 總監提名人訓練會

國際扶輪基金捐款：
至2022累計美金40萬636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金捐款：
至2022累計新台幣103萬元

社的扶輪經歷：

地區的扶輪經歷：

國際的扶輪經歷：

扶輪基金的捐款：

2022-2023 地區2023-2024 總監當選人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協會理事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協會理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
 台灣扶輪領導學院地區主委

姓  名：陳昱森 
社  名：D.G.E. Ethan
夫人姓名：賴宏玲
所 屬 社：樹林扶輪社
職業分類：醫療服務
現  職：惠生婦幼醫療機構 董事長 
                 惠生聯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聯華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通訊地址：238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190號
電  話：(02)2675-8228
傳  真：(02)2686-8687
E - mail：elotus.chen@gmail.com

引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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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姓  名：李正勛
社  名：I.P.P. Ricky
所 屬 社：新北瑞芳扶輪社
職業分類：殯葬設施經營業
現  職：永吉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金石園  協理

引導人

扶輪經歷：

2016-2018 創社秘書 /扶輪基金主持理事
2018-2019  副社長 / 社員發展主持理事 /扶輪公

益網委員、講師
2019-2020  社區服務主持理事 /瑞芳扶少團創團

輔導主委 /扶輪公益網講師團  副團長
2020-2021 社長當選人 /扶輪基金主持理事
  地區 RYLA 委員 /扶輪公益網講師團  

副團長

2021-2022 社長 /地區扶少團委員會 執行長 /
            地區刊物 委員 /地區成年禮 委員 /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副執行長 /
            扶輪公益網講師團 副團長
2022-2023 輔導社長 / 社區服務主委 / 當然理事  
            地區扶少團委員會 副主委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 副主委
 總監杯高爾夫球賽 副執行長

姓  名：王玉芬 
社  名：P.P. AKI
所 屬 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投資顧問
現  職：智匯資產管理(股)公司負責人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216號27樓
電  話：02-2377-3968
傳  真：02-2377-0204
E - mail：irene@chicapital.com

引導人

扶輪經歷：

表彰：

2011 加入板橋中區社 
2015-2016 擔任社長
2017-2018 地區水資源與衛生委員會 主委               
2018-2019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 主委
2019-2020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 委員 2015-2016 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

2020-2021 地區偏鄉經濟發展委員會 委員
2021-2022 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  副主委
2022-2022 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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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蔡志明 
社  名：P.D.G. Li-Shin
所 屬 社：吉安扶輪社
職業分類：旅館管理業
曾  任：麗星大飯店 

豐川加油站有限公司 
吉安加油站(股)公司 

現  職：麗星企業投資有限公司 
麗星企業土地開發公司

引言人

秘書、社務行政組：

扶輪社經歷： 社團經歷：

參與國際會議：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地區扶輪經歷：

1995年 9月 12日加入花蓮西北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2002-2003 秘書
2003-2004 社長
2005-2006 社長
2007年 7月 1日轉社加入吉安扶輪社
2007-2008 永久基金主委
2008-2009 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服務計畫委員長
2010-2011 扶輪基金委員長
2011-2012 副社長
2012-2013 糾察主委
2013-2014 秘書
2014-2015 扶輪行政管理委員長、社長當選人
2015-2016 社長
2016-2017 社務諮詢委員會主委
2022-2023 授證主委

花蓮縣濟陽柯蔡宗親會第 16、17屆理事長
世界柯蔡宗親會第 19屆常務理事
花蓮縣明義國小98、99、101、102年度家長會會長
花蓮縣花崗國中101、102、104、105年度家長會長
花蓮縣警察之友會理事
花蓮縣家長協會理事
台灣柯蔡宗親總會副總會長

2003-2004 日本大阪世界年會
2015-2016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泰國曼谷地帶研習會
2017-2018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
 台北地帶研習會
2018-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2003-2004 保羅哈里斯之友 、地區特優社長獎
2008-2009 扶輪基金會地區服務獎
2009-2010  The Rotary Foundation District Service Award
2009-2010 地區服務貢獻獎、捐獻 PHF1000美元
2014-2015  地區服務功績獎、捐獻 PHF1000美元
2015-2016  捐獻 PHF7000美元，累積捐獻扶輪

基金會達 10000美元 (巨額捐獻人 )
2015-20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捐獻 15萬元
2016-2017  捐獻 PHF3000美元，永久基金捐獻

1000美元、巨額捐獻人
2016-2017  捐獻配合WCS菲律賓 D3830新建扶

輪屋 3000美金
2016-2017  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冠名捐獻 15萬元、永久基金 10萬元
2017-2018 巨額捐獻人
2018-2019 巨額捐獻人
2019-2020 巨額捐獻人

2009-2010 花蓮一、二分區地區副秘書長
            環島自行車賽計劃主委
2010-2011 總監辦事處花蓮分區服務處主任
            世界社區服務WCS委員會副主委
2012-2013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執行長            
2014-2015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總監指定提名人
2016-2017 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總監當選人
2018-2019 地區總監
2019-2020 地區特別委員會主委
2020-2021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地區管理理監事委員會主委
2021-2022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22-2023 地區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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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王正欽
社  名：P.P. Samuel
所 屬 社：新北市產經扶輪社

姓  名：陳明秀
社  名：Rtn. Lilian
所 屬 社：新北市產經扶輪社
職業分類：輕珠寶飾品／專業禮贈品

現  職：允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引導人

引導人

扶輪經歷：

扶輪經歷：

地區扶輪經歷：

2018年 11月 1日加入新北市產經扶輪社
2019-2020 服務計劃常任委員會副主委
2020-2021 秘書、理事

2016年6月11日加入新北市產經扶輪社-創社社友
2016-2017 理事、節目主委
2017-2018 理事、社長當選人
2018-2019 社長
2019-2020 理事、服務計劃常任委員會主委
2020-2021 理事、行政管理常任委員會主委
2021-2022 理事、行政管理常任委員會副主委
2022-2023 理事、行政管理常任委員會副主委

2021-2021 出席主委、理事
2022-2023 節目主委、理事

2021-2021 出席主委、理事
2022-2023 節目主委、理事

2022-2023  3490地區倡議根除全球小兒痲痺單
車公益環島大隊長

2022-2023  2022-2023年度地區扶輪青年領導人
訓練研討會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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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組：

姓  名：吳維豐 
社  名：P.D.G. David
所 屬 社：新莊中央扶輪社
職業分類：玻璃加工業

現  職：金元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生日期：1951年3月8日
學  歷：私立真理大學畢業
夫人姓名：潘秀卿

電  話：(02)2204-3388
通 訊 處：242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268巷24弄2號
E - mail：ri3490.gov.1314@gmail.com

引言人

新莊中央扶輪社經歷： 地區扶輪經歷：

2001年 8月 21日 加入新莊中央扶輪社
2002-2003  社長當選人
 理事

 糾察

 高爾夫球總幹事

2003-2004 社長
 理事

2004-2005 理事
2005-2006 理事
 國際服務主委

2006-2007 理事
 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07-2008 前受獎人主委
2008-2009 環境保護主委
2009-2010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0-2011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2011-2012 職業服務主委
2012-2013 國際服務副主委
2013-2014 理事
2014-2015 扶輪知識主委
2015-20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委
2016-2017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委
2017-2018 世界服務主委

2004-2005 職業成就獎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功能性教育能力提昇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扶輪少年服務團副主委
2007-2008 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跨地區活動 3490地區委員會主委
 危機處理小組招集人副主委

 跨地區植樹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RYE危機處理小組召集人
2013-2014 地區總監
2014-2015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
2019-2020  地區諮詢委員會
 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

 地區寶眷社友推廣委員會主委

2020-2021  世界年會地區志工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

 ARRFC助理地帶扶輪基金協調人
2021-2022  地區諮詢委員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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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汪忠平
社  名：I.P.P. Charles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引導人

扶輪經歷：

2004年 3月 25日 加入板橋扶輪社
2012-2013  理事、秘書、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

員會總幹事、職業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21-2022  理事、社長、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投

資審議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發展
策略委員會副主委

2022-2023  地區審計長、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
會委員、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委員

姓  名：呂家華
社  名：I.P.P. CPA
所 屬 社：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引導人

扶輪經歷：

2020-2021 社長

姓  名：顏春燕
社  名：P.P. Rosella
所 屬 社：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現  職：日和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引導人

扶輪經歷：

2017-2018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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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發展、公共形象組：

姓  名：賴正時 
社  名：P.D.G. Victor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職業分類：石油製品銷售

現  職： 匯弘石油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全國加油站(股)公司  董事長

引言人

板橋扶輪社經歷：

1979.07.06入社
1980-1981 職業分類主委、社會服務委員
1981-1982  理事、出席委員、聯誼委員、社會服務委

員、國際服務委員、世界社會服務主委
1982-1983 會計、出席委員、聯誼委員、菲律賓嗎

啦汶姊妹社組員
1983-1984 理事、秘書、增加社員委員
1984-1985 社員委員會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
1985-1986 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1986-1987 理事、聯誼委員、青少年服務主委、

二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87-1988 聯誼委員、扶輪雜誌委員、青少年服務

委員
1988-1989 職業分類委員、青少年服務主委
1989-1990 扶輪雜誌委員、社會安全服務委員
1990-1991 聯誼委員、職業服務委員
1991-1992 理事、第二副社長、社會服務主委、廿

五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92-1993 第一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
1993-1994 社長
1994-1995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

會主委
1995-1996 顧問委員會委員、姊妹社公共關係委員

會委員
1996-1997 聯誼委員會主委、擴展社員委員會委

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7-1998 顧問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委

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
員、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
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

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02-2003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

員會主委、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

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社

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四十週年授證慶典工作委員會執行長、

社員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永
久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年度捐獻委員會主委、團體研究交換委
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
會委員

2008-2009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板橋扶輪社教育
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顧問委員會委
員、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扶輪家庭委
員會委員

2009-2010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永久基金委員會副主委、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顧問委員會委
員、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
委員

2011-2012 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
員、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
委員會副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副主
委、年度捐獻委員會委員、永久基金委
員會主委

2012-2013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主委、板橋扶輪社
組織章程評議委員會輔導顧問、扶輪知
識委員會副主委、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
主委、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
委員、社長提名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
會委員

2013-2014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及社史編纂委
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
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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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扶輪經歷：

1979.07.06加入板橋扶輪社
1994-1995 健康活動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地區秘書長
2004-2005 扶輪大使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地區重

大事功獎甄選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主委、地區總監提

名人
2008-2009 地區總監提名人、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

員會副主委
2009-2010 地區總監當選人、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

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總監
2011-2012 危機處理小組副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

員會委員、地區社員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提案及

審查委員會主委、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
員會主委

2013-2014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副主委、地區社員
委員會主委、地區諮詢委員會、3490
地區扶輪之最獎勵委員會諮詢顧問

2014-2015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訓練
委員會主委、公益網委員會榮譽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地區諮詢委
員會委員

2016-2017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地區獎勵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地區公益網

委員會榮譽主委
2019-2020 地區投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 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會 委員、地區扶輪公益
網委員會 最高顧問

2020-2021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世界年會HOE
地主招待之夜地區委員會主委

2021-2022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新社顧問委
員會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最高榮譽顧問

2022-2023 地區諮詢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提案及
審查委員會主委、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
主委

員會委員、社員委員會輔導顧問、職業
分類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主
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
會副主委、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及社史編纂委
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
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
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
社委員會副主委

2015-2016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及社史編纂委
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
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
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
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主
委、地區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主委、社員委員會輔導顧
問、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
會副主委、板橋扶輪社五十週年紀念籌
備委員會最高顧問

2017-2018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委員、社員委員會輔導顧
問、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
會副主委

2018-2019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服務計劃委員會輔導顧問、水原姊妹社
委員會副主委

2019-2020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委員、社員委員會輔導顧
問、顧問委員會委員、服務計劃委員會
輔導顧問、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2020-2021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水原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2021-2022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
物保護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
展策略委員會委員、社員委員會輔導顧
問、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委員
會副主委

2022-2023 行政管理委員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

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物保護委員
會輔導顧問、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
會永久委員、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員
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水原姊妹社
委員會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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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章：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

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累積25萬元美金
扶輪基金會巨額捐獻人(Major Gift Donor)
永久基金捐獻人(Benefactor)
保羅哈里斯之友獎章(P.H.F)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個人百萬功勞社友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捐獻人
扶輪地區服務貢獻獎
地區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
R.I.獎項-有功服務獎
R.I.超我服務獎

台灣省台北市優良商人獎
台灣省礦油公會理事
台北縣礦油公會理事長
板橋國小家長會長
明德技術學院家長會長
捐贈台北縣消防局救護車2輛
成立明德技術學院清寒獎學金

姓  名：葉益源
社  名：P.P. Yeh 
所 屬 社：新北市新世代社
職業分類：機弱電工程

現  職：和益科技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益正網路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引導人

扶輪經歷：

加入新北市新世代扶輪社 
-2017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18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理事、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社長當選人、秘書 
2019-2020 社長（ALOHA團隊） 
2021-2022 扶輪知識主委

姓  名：梁碧兒
社  名：P.P. Bill
所 屬 社：新北市金荷扶輪社
職業分類：不動產代銷、企劃

現  職：全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引導人

扶輪經歷：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事項：

2018/05/01 加入新北市金荷扶輪社 (創社社友)
2018-2019  理事、副社長、社務服務委員會主

委、中華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9-2020  理事、社長當選人、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年度捐獻主委
2020-2021 社長、理事
2021-2022  理事、服務計劃常任委員會主委、職

業服務主委、年度捐獻主委

2019-2020 PHF 1000美金
2020-2021 PHF 1000美金
2021-2022 PHF 1000美金
2022-2023 PHF 1000美金

2022-2023  理事、社員常任委員會主委、永久基
金主委、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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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服務計劃組：

姓  名：謝漢池 
社  名：P.D.G. Beadhouse
所 屬 社：羅東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內科專科醫生

現  職：謝漢池診所院長

引言人

姓  名：張龍居
社  名：P.P. Jacky
所 屬 社：基隆中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金融業

現  職：基隆第一信用合作社 副總經理

引導人

扶輪經歷：

扶輪經歷： 基金捐贈及獲獎紀：

2010.7.1 加入基隆中區社
2012-2013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5-2017 青少年委員會主委、接待顧問
2017-2018 秘書 (3H團隊) 、理事

2003 加入羅東西區扶輪社
2012-2013 羅東西區扶輪社社長
2017-2018 3490地區總監
2020-2021 地區創社委員會主委
2022-2023 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
2021-2024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扶輪基金會有功服務獎
2017-2018 扶輪基金鉅額捐獻Level-3
2019-202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榮譽董事

2019-2020 社長 (ALOHA 團隊)
2020-2021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持理事
2021-2022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持理事、地區扶少

團委員

姓  名：包念華
社  名：C.P. Apple
所 屬 社：花蓮菁英扶輪社
現  職： 永御實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長宏數位工程有限公司  董事長
 茗冠創意行銷公司 CEO

引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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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菁英扶輪社-創社社長
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108年獲獎為張榮發基金會公益天使獎
109年獲獎為第十六屆金炬獎年度十大績優企業
109年獲獎為第十六屆金炬獎年度十大績優經理人

扶輪經歷：

講師簡介：

基金捐獻及獲獎紀錄：
2015-2016 04月 02加入花蓮新荷扶輪社
2015-2016 社區服務委員
2016-2017 出席主委、授證主委、高爾夫球主委
2017-2018 理事會 -理事、服務計劃委員會主持理事 
2018-2019  8月 11日創社 -花蓮菁英扶輪社、地

區年會總監之夜節目主委、地區寶眷
副主委

2019-2020  擔任社長、中華扶輪教育基金頒獎典
禮副主委、RFE韓國友誼交換團員；
參與菲律賓地帶研習、德國漢堡年會、
世界服務W.C.S緬甸

2020-2021  理事、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地區副
公關長、地區總監月報刊物委員、地
區扶輪領導學院 60期籌辦主委

2021-2022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理事、地
區台韓親善主委、地區創社社長聯誼
會執行長

2022-2023  花蓮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地區女力委
員會副主委、地區社群網站委員會委
員、地區台韓親善委員會委員、地區
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社長獎、地區超我服務獎、地區招募
社友績優獎、社區服務計劃績優獎、
保羅哈里斯之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捐款人

2019-2020  1萬美金鉅額捐獻人、社長獎、地區
WCS個人捐款人

2020-2021  永久基金 2.5萬美金捐獻人、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捐款人

2021-2022  保羅哈里斯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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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行事曆 
7月

1
一 .新任扶輪職員任期年度開始
二 .各社必須完成 RI線上系統社員更新，RI將依此 7月 1日人數製作帳單
三 .公式訪問調查表→總監辦公室

5 總監公式訪問開始

10 一 .各社 6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二 . 2022年 7月總監月報出刊

13 各社向地區 RYE委員會推薦 2023-2024年度派遣學生開始日 
(2022.07.13~2022.08.31)

15
RI半年報告帳單公告各社，請各社如期繳交，如 120天內未繳交，將會
被停權
 (另扶輪獎必要條件之一為 60天內繳清帳單 )

30 地區訓練講習會 (DTA)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VCW)/新莊典華
飯店

8月 社員及擴展月

1 各社向地區總監提出 2025-2026總監提名人 (D.G.N.D.)人選開始日
(2022.08.01~2022.09.30)

6 地區扶青社領導人訓練研討會 (DRCLS)/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 一 . 2022年 8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7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31 各社向地區 RYE委員會推薦 2023-2024年度派遣學生截止日
9月 基礎教育及識字月

3-4 Inbound 歡迎會暨語言文化營

10 一 . 2022年 9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8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8 2022扶輪公益路跑 /總統府前凱達格蘭大道

18 RYE 2023-2024派遣家庭推薦社暨家長研習會 (下午 1:30-4:30)/ 板橋中
華電信學院

24-25 i RYLA扶少領袖營 /衛理福音園
24 2023-2024 Outbound交換生甄選面試
25 RYE Outbound交換生家庭訪查開始

10月 經濟及社區發展月

1 各社向地區中華扶輪基金委員會申請獎學金開始日

2 RYE Outbound交換生家庭訪查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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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2022年 10月總監月報出刊
各社 9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1 各社向地區總監提出 2025-2026總監提名人 (D.G.N.D.)人選截止日
 (2022.08.11~2022.10.11) 

22 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島活動 /大台北都會公園
(2022.10.22~2022.10.29) 

29-30 RYE Inbound志工體驗
31 R.I.超我服務獎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提名→ R.I

11月 扶輪基金月  

1 T.R.F.服務貢獻獎 (THE 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
VICE)→ T.R.F.申請開始

1-6 世界扶少週 (2022.11.01~2022.11.6)

2 各社向地區中華扶輪基金委員會推薦獎學金學生截止
(2022.10.01~2022.11.02)

5 RYE Outbound交換生開訓典禮暨派遣生講習會

10 一 .各社 10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二 . 2022年 11月總監月報出刊

11 寶眷聯誼會 /台北喜來登飯店
18 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 /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12月 預防與治療疾病月

1 中華扶輪獎學金地區推薦名單→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 RYE 派遣生第一次英文簡報訓練

10 一 . 2022年 12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11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7-18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沃田商旅
24 RYE Inbound & Outbound聖誕晚會

31
一 . 2022-2023年度各扶輪社職員於 RI線上系統登記
二 .  T.R.F.服務貢獻獎 (THE 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

VICE)→ T.R.F.截止
2023年 1月 職業服務月

1
一 .各社必須完成 RI線上系統社員更新，RI將依此 1月 1日人數製作帳單
二 .  T.R.F.傑出服務獎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提名
→ T.R.F.（2023.01.01-2023.02.28）

8 2023台灣扶輪盃青年標準舞國際公開賽 /三重小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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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一 .預計 2022-2023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報名
二 . 2023年元月總監月報出刊
三 .各社 12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29-2/1 RYE 派遣生四天三夜訓練會
2月 和平與預防 /解決衝突月

10 一 .2023年 2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元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1 RYE派遣生第二次英文簡報訓練
23 地區和平日暨 RI週年慶活動 /基隆和平島

28 T.R.F.傑出服務獎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提名→ T.R.F.
（2023.01.01-2023.02.28）

2月 - 3月 地區成年禮 日期待定
3月 水及衛生設施月

4 地區羽球邀請賽 /新樹體育館
5 RYE 接待講習會接待社暨接待家庭講習會

10 一 .2023年 3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2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3 第 33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台北球場 (暫定 )
25 RYE Inbound華語發表會

4月 母親及兒童健康月

10 一 . 2023年 4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3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5 扶少團領袖研習營暨年會 (地點待定 )
21 歡迎 RI社長代表暨年度 AKS及巨額基金捐獻人表彰晚宴 /台北君品酒店
22 2022-2023年度 3490地區第 33屆年會 /台北南港展覽館 2館
29 女力公益園遊會 /三重小巨蛋

5月 青少年服務月

10 一 . 2023年 5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4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3 RYE 派遣生保險簽證說明
6月 扶輪聯誼月

10 一 . 2023年 6月總監月報出刊
二 .各社 5月份出席率及社員數報告→地區辦公室

11 RYE 派遣生結訓典禮

30
一 .國際扶輪獎 (扶輪社 )截止日 (2023.06.30)
二 .國際扶輪獎 (扶青團 )截止日 (2023.06.30)
三 .國際扶輪獎 (扶少團 )截止日 (2023.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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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平等、包容（DEI）：

無論您是誰、信奉何種宗教、是否有身心障礙，

或來自什麼文化、哪個國家，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您願意結合力量並採取行動，加強對

多元、平等及包容的承諾，並對 DEI 更加注重，

我們透過 DEI 肯定每個人的貢獻、推動平等，

並創造包容的文化，讓每個人都知道自己受到

重視。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2-23年度社務手冊彙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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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3 年度五大核心價值推廣任務 

五大核心價值 任務目標 推廣大使 

1.聯誼 Fellowship 創造「包容 Inclusion」的文化 周信利 ISO 

三重社 

2.正直 Integrity 「真心」付出 朱家誼 Fiona 

新北市陽光社 

3.多元 Diversity 珍視「多元 Diversity」的貢獻 張祈祿 Tile 

蘇澳社 

4.服務 Service 「快樂」參與 陳憲鑑 Linus 

三重三陽社 

5.領導力 Leadership 推動「平等 Equity」之承諾 陳明理 Ali 

板橋群英社 

 

 

 

 

 

 

 

 

 

 

 

2022-2023年度五大核心價值推廣任務



32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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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三合一(社員發展、扶輪基金、公共形象)

有效能的扶輪社年度目標方針

一、社員發展部分：

(一) 全區淨成長360人以上。

(二) 社員人數少於25人以下的社目標要達25人。

(三) 社員25人(含)以上每社淨成長10%以上或淨成長三位以上。

(四) 社員留住率96%(含)以上。

(五) 寶眷社友每社維持率40%以上。

(六) 每分區籌設新社一社(三年計劃)。

(七) 每分區籌設扶青社一社(三年計劃)。

(八) 每分區提報2位CP培育人員，參加研討會。

(九) 地區女性社員佔30%以上，含寶眷社友達50%以上。

(十) 二代子女社員推廣。

二、基金捐獻部分：

(一) 年度基金每社目標=人數×20%(每位美金1仟元)目標800位以上。

(二) 永久基金每社1位(每位美金1仟元)目標100位以上。

(三) 鉅額捐獻(特別安排)每位美金1萬元/目標100位以上(每社一位)。

(四)  冠名永久基金(特別安排)每位美金2萬5仟元/目標16位以上(每分區一

位)。

(五) AKS捐獻(特別安排)每位美金25萬元/目標5位以上。

(六)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每社目標=人數×15%(每位台幣1萬元)目標510位

以上。

(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特別安排)每位台幣100萬元/目標16位

以上(每分區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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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合一循環關係圖 

三、公共形象部分：

(一) 宣導扶輪理念及感動的服務分享。

(二) 邀請社區領導人參加扶輪例會、社區服務等。

(三) 運用刊登廣告、看板及電子媒體宣導扶輪社區服務。

(四) 鼓勵各社的社區服務感動的故事投稿總監月刊、台灣扶輪月刊。

(五) 訂購總監月刊、台灣扶輪月刊贈送診所、咖啡店等，給待客者賞閱。

(六) 將社區服務感動的故事及照片宣傳至各群族。

(七) 每分區提報「採取行動的人」2位參加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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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
通過一項新的扶輪策略計畫有四項關鍵優先事項：

一、增加我們的影響力

(一) 根除小兒麻痺並善用這項成果。

(二) 聚焦於我們的計畫及付出。

(三) 改善我們達成及測量影響力的能力。

二、擴展我們觸及的範圍

(一) 讓社員人數及參與成長及多元化。

(二) 開創加入扶輪的新管道。

(三) 增加扶輪的開放程度及吸引力。

(四) 增進我們扶輪影響力及品牌的認識。

三、提升參加者的參與程度

(一) 支持扶輪社提升其社員的參與。

(二) 發展以參與者為中心的策略以賦予價值。

(三) 提供個人及專業人脈的新機會。

(四) 提供領導能力培養與技能訓練。

四、增加我們的適應力

(一) 建立研究、創新及願意承擔風險的文化。

(二) 簡化管理、架構及程序。

(三) 審核管理制度以培養決策時更多元化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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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3年度扶輪獎 
目標及說明

扶輪獎表彰扶輪社在一整年的努力。採取行動來達成得獎目標可協助扶輪社讓社員參與，保持在社區

的重要性，並可讓運作更有效率。一個受人歡迎、高參與度的扶輪社也可反映出扶輪的價值觀。當扶

輪社努力達成這些目標，它們對扶輪在未來長久的整體健全及文化也有助益。

要獲得「扶輪獎」(Rotary Citation)的資格，扶輪社必須在今年開始時即是資格完備的有活力扶輪

社，或在收到繳款單 (Invoice)後立即付清繳款單所有餘額。要驗證貴社是否資格完備，請在 Club 

Administration（社行政管理）> Club Finances（社財務）之下查看貴社的 daily club balance report（每

日社餘額報告）。您的 outstanding balance（未結清餘額）應為 $0.00。繳款單應於 1月中旬和 7月中

旬郵寄的期限前寄出。

每個扶輪社的領導人可進入扶輪社中央系統 (Rotary Club Central)，並從 25個目標中選擇至少 13項他

們希望申請扶輪獎的成果。這種靈活性使扶輪社可以選擇最息息相關且最可達成的目標。此外，有許

多目標可以自行透過在扶輪社中央系統標記為 achieved（已達成）完成通報。

要達成扶輪獎：

前往扶輪社中央系統

查看 25個可用目標

選擇至少 13個目標（或可用目標的 50%）

達成這些目標

在 6月 30日到扶輪社中央系統填報貴社的成果

一旦到達扶輪社中央系統，請瀏覽 Goal Center （目標中心），請點選 year （年度），然後點選 All tab 

（所有表單）來查看各項目標。

目標 目標詳細說明

扶輪社社員人數

Club membership
在扶輪年度年底前，貴社想要社員總人數達到多少？

服務的參與

Service participation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有多少社員會參加貴社的服務活動？

新社員推薦

New member sponsorship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有多少社員會各推薦一名新社員？

扶輪行動團體的參與

Rotary Action Group participation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有多少社員會成為至少一個扶輪行動

團體 (RAG)的成員？

領導發展的參與

Leadership development participation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有多少社員會參加領導發展計畫或 
活動？

地區年會出席情形

District conference attendance
有多少社員會參加你們的地區年會？

扶輪聯誼會的參與

Rotary Fellowship participation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有多少社員會成為一個扶輪聯誼會的

成員？

32 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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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目標詳細說明

地區訓練的參與

District training participation
貴社有多少委員會主委將會參加地區訓練講習會？

年度基金捐獻

Annual Fund contribution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及貴社社員會捐多少錢給扶輪基

金會的年度基金？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捐獻

PolioPlus Fund contribution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及貴社社員會捐多少錢給扶輪基

金會的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基金？

巨額捐獻

Major gift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與貴社有關的個人一次整筆捐給扶輪

基金會 10,000美元或更多錢，這樣的捐獻會有多少筆？

遺贈會會員

Bequest Society members
會有多少人或多少對夫婦會通知扶輪基金會他們計畫透過

他們的財產留給扶輪基金會 10,000美元或更多錢？

捐獻（永久）基金捐助者

Benefactors

會有多少人或多少對夫婦會通知扶輪基金會他們的財產計

畫將把捐贈（永久）基金 (Endowment Fund)列為受益人或
一次整筆捐給扶輪基金會 1,000美元或更多錢？

服務計畫

Service project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完成多少個服務計畫？

扶青社

Rotaract club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輔導贊助多少個新的或現有

的扶青社？

扶少團

Interact club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輔導贊助多少個新的或現有

的扶少團？

來訪青少年交換學生

Inbound Youth Exchange student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線上輔導贊助多少個來訪青

少年交換學生？

外派青少年交換學生

Outbound Youth Exchange student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線上輔導贊助多少個外派青

少年交換學生？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的參與

RYLA participation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親自或線上輔導贊助多少人

參加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活動？

策略計畫 
Strategic plan

貴社是否有一個最新的策略計畫？

線上形象

Online presence
貴社的線上形象是否確實反映貴社目前的活動？

社交活動 
Social activitie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將會在例會之外舉辦多少個社交

活動？

更新網站及社群媒體

Update website and social media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的網站及社群媒體帳戶每個月將

會更新多少次？

關於扶輪社服務計畫的媒體報導

Media stories about club project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將會有多少媒體採訪報導貴社的服務

計畫故事？

使用公式扶輪宣傳材料

Use of official Rotary promotional materials

在本扶輪年度期間，貴社是否曾使用國際扶輪的廣告及公

益材料，例如品牌中心 (Brand Center)裡的廣播影片、平
面廣告及其他公式材料，在你們的社區推廣扶輪？

以上中文翻譯由台灣扶輪月刊／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譯自國際扶輪 2022-23 CITATION GOALS AND 
INSTRUCTIONS 

332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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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3年度第33屆地區敘獎辦法
請於2023年3月5日前交所屬分區助理總監彙整， 
再請助理總監於2023年3月10日前送達總監辦事處。              分區                         扶輪社自評分表

評比分級：第            級，社員人數：            人(以2023年2月28日社員人數為準，不含寶眷社友)

壹、總監特別獎(請留意編號排序)
類
別
編
號

獎          項          名          稱 已達成
(請勾選)

資料已
確認無誤
(請勾選)

備                           註

扶

輪

社

A1 地區社員發展卓越獎(淨成長10位以上)    由地區統計(不含寶眷社友)

A2 地區社員發展特優獎(淨成長5位以上)   由地區統計(不含寶眷社友)

A3 地區輔導新扶輪社獎  由地區統計

A4 地區輔導新扶青社獎 由地區統計

A5 地區輔導新扶少團獎 由地區統計

A8 地區國際扶輪重大事功獎(由各社提報)
✽本獎項因配合簽報R.I.時程，
擬自我推薦之扶輪社，請於
2023.02.28 以前先行單獨提報

A12 寶尊眷社友維持率100% 以2022年7月1日社員人數為基
準 (單身者除外)

A9 地區年會參加獎(由各社提報) ✽請附參加報名表

A6 地區扶輪基金捐獻特優獎(有巨額捐獻、AKS者) ✽請參考「扶輪基金捐獻統計
表」，統計表已放置地區網站
上，如資料有誤請通知區辦，
資料隨時更新。(最後更新日為
2023年3月5日止)

A7 地區扶輪基金發展貢獻獎(達基本目標)

A10 EREY捐獻社-每位社員皆有捐獻(年度計劃)

A11 捐獻EREY 100%贊助會員社-每位社員皆有捐獻100美元以上(年度計劃)

※ A10及 A11擇一申報 (含寶眷社友)
A13 其他獎項:25人以下之社年度內達25人以上

類
別
編
號

獎          項          名          稱 被提名人 社名
備      註

請填寫優良事績

社  

員  

個  

人

B1 地區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由各助理總監提報)

B2 地區扶輪基金會服務獎(由各社提報)

B3 地區服務貢獻獎(由各社提報)

B4 地區社員發展貢獻獎(由各社提報)   

B5 個人巨額捐獻獎(由各社提報)

B6 扶輪運動耆老特別獎(由各社提報)年齡80+社齡20

B7 扶輪運動耆老獎(由各社提報)80歲+10年

B8 其他獎項:新社顧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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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各扶輪社評分獎項

類
別
編
號

項                                  目 給分 得分
本社承辦計畫、活動與
成績說明 (有*號請填寫) 備  註

A

社

務

服

務

A1 增加新社員，不含寶尊眷社友(每名5分) 5分

A2 社員淨成長率10%以上，不含寶尊眷社友或
淨成長3位含以上 30分

A3-1 寶眷社友40%以上(每成長10%加5分) 20分 每增加10%+5分 維持率

A3-2 寶眷社友50%以上 25分

A3-3 寶眷社友60%以上 30分

A4 寶眷社友100%以上 50分

※A3∼A4擇一申報
A5 社員留住率96%以上 30分

A6 成功推薦扶輪基金會計畫前受獎人入社(每
名5分) 5分

A7 輔導成立新社(每社50分) 50分

A8 輔導成立社區服務團(每社20分) 20分

A9 參加地區講習會及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
會10人(含)以上 30分

A10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100% 30分

A11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90% 20分

A12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85% 10分

※A10∼A12擇一申報

A13 參加國際年會(1名以上，每增加1名加5分，
最高30分) 5分

A14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寶眷或尊眷80% 30分

A15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寶眷或尊眷70% 20分

A16 參加地區年會社友寶眷或尊眷60% 10分

※A14∼A16擇一申報

A17 參加地帶研習會(2人以上)或贊助2萬元以上(
最高8分) 8分

A18 參加台灣扶輪總會 5分

A19 提供總監月報文稿或地區網站資訊內容被刊
登者(每篇5分) 5分

A20 各社按時於7月31日及1月31日以前繳交RI半
年報告及會員會費者

5分

A21 其他傑出的社務服務經評審會認可者 5分

小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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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項                                  目 給分 得分
本社承辦計畫、活動與
成績說明 (有*號請填寫) 備  註

B
職

業

服

務

B1 積極參與提供就業資訊與實習機會給當地學校學生 5分 ✽請填寫優良事蹟

B2 年度內至少有3次以上以職業服務為主題的例會 5分 ✽

B3 年度內至少有3位社友發表職業分類之演講 5分 ✽

B4 舉辦職業參觀及表揚(每項) 5分 ✽

B5 舉辦社區職業服務(每次) 5分 ✽

B6 其他傑出的職業服務經評審會認可者 5分 ✽

小                                                  計 0

C

社

區

服

務

C1 參加地區活動一項共同主辦10分，協辦5分 10分 ✽

C2 響應節能減碳與植樹活動 5分 ✽

C3
關懷社區老人、青少年、婦女或殘障的社區
服務活動(第一項服務3分，第二項服務3分，
第三項服務之後每項各得1分)

3分
✽

C4 贊助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各社贊助一萬元以
上; 個人贊助不計分) 5分

C5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個人捐贈1萬元以
上，每名可得3分) 3分

✽

C6 成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每名可
得50分) 50分

C7 其他傑出的社區服務經評審會認可者 3分 ✽

小                                                  計 0

D
國

際

服

務

D1 推薦V.T.T.團員並獲得派遣者 5分
D2 參加扶輪友誼交換(每名3分) 3分
D3 參與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計畫(已授權案件) 5分
D4 參與扶輪基金會地區獎助金計畫 3分

D5 捐助財物及實物或義工服務來支持一項世界
社區服務計畫(W.C.S.)(最高5分) 5分

D6 其他傑出的國際服務經評審會認可者 3分
小                                                  計 0

E
青

少

年

服

務

E1 輔導成立扶少團 20分
E2 輔導成立扶青社 20分

E3 擔任扶輪青少年交換(RYE)的接待社或候選的
派遣社(每名5分) 5分

E4 參與或贊助青少年領袖獎成長營(RYLA)活動
(最高5分) 5分

E5 贊助亞洲太平洋區域扶輪青年會議(APRRC) 5分
E6 其他傑出的青少年服務經評審會認可 3分

小                                                  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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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別
編
號

項                                  目 給分 得分
本社承辦計畫、活動與
成績說明 (有*號請填寫) 備  註

F

扶

輪

基

金

F1
年度計畫基金捐獻(USD1,000/人)(每名10分)
不含F2、F3、F4

10分

F2 永久基金捐獻(USD1,000/人)(每名10分) 10分

F3 根除小兒麻痺捐獻(USD1,000/人)(每名10分) 10分

F4 其他指定用途捐獻(USD1,000/人)(每名10分) 10分

F5
巨額捐獻(每名年度捐獻USD10,000) 
(每名30分)

30分

F6 巨額捐獻年度累計達USD10,000(每名15分) 15分

F7
遺贈捐獻(每名至少承諾USD10,000)
 (每名15分)

15分

F8
達成每位扶輪社每年捐獻平均至少100美元
給扶輪基金會年度計畫基金的目標

15分

F9
100%扶輪基金贊助會員社之扶輪社(每位社
員皆有捐獻100美元以上) (年度計畫)

20分

F10 100%保羅哈里斯之友扶輪社(於今年達成者) 50分

F11 成為AKS會員(每名50分) 50分

※F1不含F2-F4，F5-F6擇一，F8-F9擇一
小                                                  計 0

G
公

共

形

象

G1
宣導扶輪理念及服務並獲得平面或電子媒體

顯著報導者(最高10分)
10分

✽

G2
刊登一個公益廣告或看板有利於扶輪公共形

象和大家分享扶輪
5分

✽

G3 其他傑出公共形象經評審認可者 3分 ✽

小                                           計 0

總               得               分： 0

備註： 扶輪社獎項分為1-10名，11-20名，21-30名獎項 
 個人獎項除總監特別獎外，另設其他特別貢獻獎 
 總分前20名之社的執秘，總監特別表揚 

助理總監：                                               社長：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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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第五分區 
助理總監 
陳瑋 Cindy 
新北百富扶輪社

新北市第六分區 
助理總監 
蕭旭志 Gold 
五股金鐘扶輪社

新北市第七分區 
助理總監 
曾恕安 Andrew 
三峽北大菁英社

新北市第八分區 
助理總監 
李麗琴 Hana 
三重南欣扶輪社

新北市第九分區 
助理總監 
葉榮欽 Muji 
頭前扶輪社

新北市第十分區 
助理總監 
林奇鋒 Joe 
3490地區網路扶輪社

新北市第十一分區 
助理總監 
洪啟超 Super 
新北卓越扶輪社

基隆分區 
助理總監 
何世吉 Hotel 
新北北海岸扶輪社

宜蘭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林福成 ITF 
羅東東區扶輪社

花蓮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包念華 Apple 
花蓮菁英扶輪社

花蓮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陳昭輝 Win 
花蓮華東扶輪社

宜蘭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陳麗情 Agent 
宜蘭東區扶輪社

新北市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李麗燕 Ruby 
台北集賢扶輪社

新北市第三分區 
助理總監 
黃少宏 Banana 
新莊中央扶輪社

新北市第四分區 
助理總監 
廖國華 Jakey 
新北市北大光榮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 
助理總監 
廖桂嶸 Dental 
板橋北區扶輪社

2022-2023年度 地區助理總監 AG



42

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新北市第五分區 
地區副秘書 
劉世偉 Sway 
新北市光耀扶輪社

新北市第六分區 
地區副秘書 
黃耀庭 Powerman 
大坪頂扶輪社

新北市第七分區 
地區副秘書 
林秉宸 Evan 
新北城星扶輪社

新北市第八分區 
地區副秘書 
劉桂妃 Vivian 
三重千禧扶輪社

新北市第九分區 
地區副秘書 
莫博惟 Mio 
新北圓桌扶輪社

新北市第十分區 
地區副秘書 
莊尚祐 Ginseng 
新北荒野扶輪社

新北市第十一分區 
地區副秘書 
劉秀美 Rosa 
新莊菁美扶輪社

基隆分區 
地區副秘書 
黃兆甸 Jason 
基隆中區扶輪社

宜蘭第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 
許棋柳 Plastic  
蘇澳扶輪社

花蓮第一分區 
地區副秘書 
竇桂英 Kelly 
花蓮新荷扶輪社

花蓮第二分區 
地區副秘書 
李瑞賓 Freezer 
花蓮中區扶輪社

宜蘭第一分區 
地區副秘書 
尤文忠 Milk 
宜蘭扶輪社

新北市第一分區 
地區副秘書 
陳志偉 House 
八里扶輪社

新北市第三分區 
地區副秘書 
曹維陵 Bill 
新莊扶輪社

新北市第四分區 
地區副秘書 
蔡沛原 Paul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新北市第二分區 
地區副祕書
林傳傑 Michael 
板橋扶輪社

2022-2023年度 地區副秘書 D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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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Paul總監伉儷，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先進，大家午
安，大家好：

我是泰山扶輪社I.P.P. Mold，今天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
區有活力的社研討會的訓練、學習、溝通互動，讓各社新上

任的社長及團隊更能充份的配合發揮最大團隊力量。

D.G. Paul總監特別重視每一場講習會與研討會，希望今
天與會的各社社長、社友收獲滿滿、獲益良多！

非常感謝D.G. Paul總監，給予泰山社與樹林社共同承辦
此次講習會機會，謝謝泰山社與樹林社所有參與此次講習會

的社友們，在此想借用大家的雙手給這些社友鼓掌，謝謝社

友們辛苦了。相信3490地區在D.G. Paul總監的領導下再創
高峰！

最後Mold在此祝與會貴賓及扶輪先進，心想事成、各社
社運昌隆，謝謝。

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黃能賢 I.P.P. Mold 承辦社社長 致謝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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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

蔡元泉 I.P.P. Chuan 承辦社社長 致謝詞

地區總監D.G. Paul、秘書長 Banker、地區訓練委員
會主委 P.D.G. Brian、各位扶輪領導人、各位社友大家午安
大家好，上了一整天的課大家辛苦了，大家現在如何想像扶

輪，相信大家心中都有自己的見解，這一年大家就知道如何

為您的社、為扶輪做最好的服務與奉獻。

接下來要感謝今天泰山社和樹林社的所有工作人員，

他們非常用心、非常盡力，若有服務不週之處敬請多多包

涵。感謝總監用心的安排課程。因疫情關係考量大家的健康

因素，所以今晚我們就不用餐，但還是有為大家準備了伴手

禮，感謝大家的參與，最後祝大家都平安、健康、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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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2~2023 年度  

快樂團隊

2022~2023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 暨 
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DVCW) 

手冊快樂參與、真心付出∼快樂團隊 Go ! Go !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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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暨地區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 (DTA & DVCW)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22-2023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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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訓練講習會
暨 地區有活力的社

工作研討會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22-2023年度

District Training Assembly
& DMS/DRFS/DPIS District
Vibrant Club Workshop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22-2023年度總監辦公室
241 新北市三重區重陽路 3 段 192 號 13 樓
TEL：02-2985-8385    FAX：02-2985-7011
E m a i l： r i 3 4 9 0 . go v 2 2 2 3 @ g m a i l . c o m

國際扶輪3490地區
2022-2023年度
地區活動影片集

安隆設
計印前

校對檔
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