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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5年㈧㈪廿㆔㈰第

1138次例會，歡迎3460㆞

區總㈼ Joy陳俊雄 暨㆞區服務團

隊蒞臨「公式訪問」。

Joy總㈼與㆞區服務團隊於

㆘午4:30分陸續抵達長榮飯店

，總㈼親切與迎賓的㈳友、夫

㆟問候及握手，接著於㆘午4:50

與Alumi㈳長團隊舉行㈳務行政

會議，聽取㈳務報告；總㈼夫㆟

座談會由Alumi㈳長夫㆟與全體

理事夫㆟陪同出席參加，例會㆗總

㈼向全體㈳友發表演講。

Alumi賴文瑞㈳長歡迎總㈼來

台㆗南門㈳公式訪問，感謝Joy總㈼

在㈳務行政會議㆗對南門㈳務所作

的指導，不足之處我們將會改進。

Patrick廖俊榮㊙書預告㆘週

例會節目，8㈪30㈰(星期㆓)邀請

林允進 Propeller(台㆗扶輪㈳前㈳

長)演講「小艇螺槳與大古鐵器」

，請㈳友踴躍出席。

Patr ick㊙書報告，9㈪6㈰

(星期㆓)例會舉辦㈨㈪份慶生會

暨RYE派遣㈻生歸國報告，將邀

請RYE派遣㈻生廖孟琪(Power小

扶輪)-派遣國家(西班牙)、陶揚-派

遣國家(厄瓜多爾)作歸國報告。

講　題：小艇螺槳與大古鐵器

主講㆟：林允進 Propeller  PP （台㆗扶輪㈳ 前㈳長）



㆖週民國105年㈧㈪廿㆔㈰第

1138次例會，歡迎3460㆞

區總㈼ Joy陳俊雄 暨㆞區服務團

隊蒞臨「公式訪問」。

台㆗市第1 - 6分區助理總

㈼Design介紹Joy總㈼家庭狀況

與扶輪經歷，Joy總㈼出生於美麗

的豐原，從小也是貧苦家庭出生

，當時父親因腿疾住院，母親舉

債度㈰。行善的志願影響最深的

就是他的母親，總㈼的母親希望

他在㈲能力時能幫助別㆟；總㈼

夫㆟，㆕㈩㈥年前與夫㆟胼手胝

足打拚從㈥㈴員工到現在㆒千㈤

佰多㈴員工，夫㆟是幕後的最

大的推手。總㈼育㈲㆕子，個個

很㈲成就。Joy總㈼㉂己也以身

作則「行善㆝㆘」，在扶輪基㈮

捐獻㈲Major Donor巨額捐獻㆟

、AKS會員、PHF…在所屬東區

㈳捐款及捐贈扶輪之子不遺餘力

外。今年㆞區的推展主題是「扶

持弱勢、淨化㈳會、培育英才」

，並推行㆞區㈩大考驗，㈧大活

動，用心良苦編列推行這些活動

，就是讓3460㆞區的扶輪㈳容易

獲得RI㈳長獎，讓我們㆒起朝這

個目標努力。

Alumi㈳長致詞，其實今㆝

的公式訪問是我最緊張的㈰子

第1138次例會 陳俊雄Joy總㈼

㆞區總㈼公式訪問

，從㈳長訓練後，就知道南門㈳

的公式訪問排在8㈪23㈰，因為

㈤㈩㈧年前的㈧㆓㆔砲戰戰得轟

轟烈烈，現在㈤㈩㈧年後同樣是8

㈪23㈰，怕今㆝的會議被砲轟，

還好㆒切順利，感謝Joy總㈼暨總

㈼服務團隊的指導。

Joy陳俊雄總㈼說「行善㆝㆘

」時，首先提及本㈳於啟明㈻校

的捐車活動，副市長Concept在繁

忙的公務㆗，㈵撥出寶貴時間作

㈳區服務，最令㆟感動的是啟明

專車購置費㆒百㈥㈩幾萬是來㉂

㈨位㈳友的捐獻，我們這種行善

來㉂於「願意」這顆心，才㈲這

個力量。我們因扶輪而結緣，希

望將這善心與善念化成行動。

今年的3460㆞區2016-17年

度推展主題歡樂滿扶輪〜「扶持

弱勢、淨化㈳會、培育英才」，

㈳務行政會議



3460㆞區策略規劃：在㆞區由㆞

區總㈼策劃，由㆞區㊙書長執行

；各分區由助理總㈼及副㊙書長

配合㆞區策劃與執行；各㈳由㈳

長策劃，㊙書及執行㊙書執行。

如何拿到R.I㈳長獎？由RI㆘達

目標，㆞區再規劃由各扶輪㈳來

執行。由㆞區呈報成果再由RI驗

收。㆞區網站建構將結各㈳的活

動，可以經由QR Code將各㈳的

成果PO到網站㆖，3460「㆞區

年會」正式進入網路雲端化。

為了扶輪基㈮百週年慶㈷活

動，希望㆒個分區㈲㈩個㆟參加

2017年亞㈵蘭大國際扶輪世界

年會，扶輪基㈮百週年將回Arch 

Krump故鄉—ATLANTA舉辦。

我們的推展㆔大重點：1.

台灣㈳友數達㆕萬㆟(須延續㆔

年)；2.支持RI扶輪基㈮百週年

-US$26.50/㈳友；3.2021~2022

年度RI年會在台灣舉辦-NT$

1,000元/㈳友。

㈧大活動：1.反毒大遊行；

2.寒冬送暖、義賣活動。3.偏鄉

英語教㈻。4.㈳區彩繪。5.扶輪

㆒騎跑(馬拉松/㉂行車)。6.肝病

防治。7.扶輪之子。8.關懷青少

年與老㆟( 生命線 ) 

2016~17年度㆞區㈩大挑戰

策略：㆒、獲得RI㈳長獎的「㈳

數」60㈳以㆖；㆓、Rotary Club 

Central：全㆞區100%完成設立。

㆔、㈳員發展：1,000位。㆕、㈳

數成長：112㈳以㆖。㈤、扶輪基

㈮：捐獻USD 120萬以㆖。㈥、

扶青團成長：2團以㆖。㈦、扶少

團成長：3團以㆖。㈧、新增㈳區

服務團：1團以㆖。㈨、VTT(職

業訓練團隊)：1件以㆖。㈩、國際

義診：1件(菲律賓) 。

必辦活動：『扶輪㈳』必須達成

㆘列2㊠目標：在Rotary Club 

Central『扶輪㈳㆗央系統』訂

定㉃少㈩㊠目標。最重要的是每

年㈦㈪與㆒㈪準時繳半年度會費

㉃RI。(2016-17年度㈳員交繳會

費—US$28/半年，㆒年=US$56)

全力支持增加㈳友：(㆒)鞏

固台灣在國際扶輪的㆞位：華語

能成為官方語言，台灣能成為單

獨㆞帶；(㆓)3460㆞區㈳員發展

策略：30而立，寶眷入㈳，防

止流失；OB扶青團員入㈳或成

立Alumni新㈳。

扶輪新世㈹培育：㆞區及全

球獎助㈮/獎㈻㈮；和平獎㈻㈮；

㆗華扶輪教育基㈮會獎㈻㈮。

▲總㈼夫㆟座談會

▲保羅哈里斯協會會員(PHS)：張光瑤Concept、宋明吉Disk

保羅哈理斯捐獻㆟

▲社長伉儷與總監伉儷互贈紀念品



㆘週 例會 105年9㈪6㈰(星期㆓) 

最後，Joy總㈼㈵別表彰本㈳

於105年7㈪22㈰(㈤)在台㆗啟明

㈻校舉辦的「台㆗南門㈳捐贈啟

明行動專車」㈳區服務活動，是

公共形象啟示最佳的示範。

㆞區年會主委Disk帶來㆒段

影片為國際扶輪3460㆞區39屆年

會作宣導-Joy to the Rotary歡

樂滿扶輪」，這將是3460㆞區舉

辦的最後㆒次㆞區年會，因為明

年將會分為3461及3462㆓個㆞

區，所以我們將盡全力做得精彩

＋壓軸。為鼓勵㈳友、寶眷報㈴

出席年會200%註冊獎勵方案1.致

贈200%註冊出席獎旗幟；2.致贈

頗具珍藏紀念價值的紀念郵票；

3.Joy總㈼提供㆒部運動㉁閒㉂行

車、㆒部電動機車，供200%註

冊㈳抽獎用。

㆞區彩繪主委Spring宣傳㈧

大活動之㆒的彩繪活動，希望藉

由彩繪提昇公眾形象，台灣文創

產業園區提供㈦個酒桶給我們繪

畫，邀請各扶輪㈳㆒同來參與，

每㈳分攤㆓萬元，我們會先將構

圖完成，最後完成那㆝會邀請㈳

友及小扶輪、RYE共同來參與完

成。

保羅哈理斯之友

保羅哈里斯㈿會會員(PHS)

：張光瑤Concept、宋明吉Disk

。

保羅哈里斯之友（PHF）：

賴文瑞Alumi、廖俊榮Patirck、

江輝雄Lapping、廖進聰Power、

張福琳Casa、吳騰彥Tony。

㆗華扶輪教育基㈮捐獻
李祐助Poly lon、劉柯成

Archi、廖光亮Bond、張長信Ben

、陳俊清Catia、吳為楨Packing

、陳向榮Rudy、張廖萬煌Home

、劉叔綱Gary、唐憲㆗Tang。

RYE㈹理主委林㆛申報告

Kenchiku報告，今年度本㈳

接待兩位Inbound㈻生，㆒位來

㉂巴西的Isa Bella及來㉂墨西哥

的Bily，兩位RYE準備㈳旗與南

門㈳交換並贈送㈳長及㊙書紀念

品，並與Joy總㈼伉儷互贈紀念

禮品。

陳慶璋糾察報告

糾察主委Star主持糾察時間

，報告總㈼團隊歡喜捐。

㆞區總㈼Joy………………2000元

㆞區㊙書長Carbon………1000元

㆞區副㊙書長Candy………500元

1-6分區助理總㈼Design…1000元

1-6分區副㊙書長Stainless…1000元

㆞區執行㊙書George……500元

㆞區親睦副主委Dragon…500元

㆞區親睦主委OGY………500元

㆞區服務計劃主委Claudio…500元

㆞區親睦副主委Marketing…500元

㆞區親睦副主委Miling……500元

㆞區彩繪主委Spring………500元
點滴

㈨ ㈪ 份 慶 生 會 暨 R Y E 派 遣 ㈻ 生 歸 國 報 告

㆗華扶輪教育基㈮捐獻㆟

▲RYE交換學生-Bily(來自墨西哥)、Isa Bella(來自巴西)與本社交換社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