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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3 日第 36 期第 2卷 

 

※※※第 1819 次例會※※※ 

歡迎!蒞臨! 
衡山基金會張憓姍公關 
照亮各角落★希望的感覺 

 

 

 

 

 

 

 

 

 

 

 

 

 

 

   社  長：曾杉源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張志偉    節 目 主委：江漢泗 

  副社長：張志偉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何森德    出 席 主委：黃銘松 

  秘  書：黃英智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廖至軍    聯 誼 主委：陳通敏 

  財  務：李彥錫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江漢泗    社 刊 主委：洪有益 

  糾  察：黃健光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陳錦章    高爾夫主委：賴輝梧 

2018-2019 年度理事~~曾杉源.廖至軍.

宋喜來.張家欣.黃銘松.李彥錫.陳錦章.

黃健光.黃英智.張志偉.趙寶祥. 

社訓練師:林進重  RCC 主委:洪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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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8 年 7 月 23 日  第 1819 次 例 會   

CPA 社長時間   

    各位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7/8我們的交接旅遊在歡樂氣氛中，我也體驗了本社獨
特印信(酒)交接方式，感謝大家的參與快樂的渡過這一天。 

上星期我們召開了七月理事會，大概制定了服務方針，
我及秘書也開起爐宴宴請全體，從現在開始各主委也都就定
位，開始享受扶輪而愛在扶輪。 

今天例會邀請了衡山基金會李昕樺公關主任及張橞姍
公關兩位小姐蒞臨，闡述基金會的工作性質讓我們更了解服
務目標。另外3461地區台中馬拉松扶輪社也派社友來本社宣
導馬拉松，我想本社每月最少一場〝走路〞，友社都戲稱我
們是(大里馬拉松扶輪社)，其實10/28的3461花博暨反毒音
樂路跑，我們社在7/7就報名繳費了33人，可見本社對路跑
活動的支持了。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FOOD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5 日 
發文字號：贊字第 1070705001 號 
主 旨 : 函請各扶輪社繳交 2018~2019 年度地區基金費用，詳如說
明，惠請查照。 
說 明：一、依據2016程序手冊p.59「國際扶輪細則16.060.1、
16.060.2」暨各社社長於2018年3月31日~4月1日社長當選人研習會
(PETS)中提案討論第二案決議通過編列並遵循往例辦理。 
       二、遵循往例以2018.07.01在籍社員數計算，每人繳交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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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800元，並請於107年08月31日(五) 前繳交為禱。        
       三、請以匯款或即期支票方式至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
辦事處專戶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銀行代號803) 

        銀行帳號:034-10-0030623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
沈登贊          地址:40750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1段209號 
            電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四、請於匯款完成後，在匯款單上註明扶輪社社名，若以個
人名義匯款請          E-mail或Line告知。 

 

 
           國際扶輪3462地區 
           2018-19年度總監  沈登贊 Today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5 日 
發文字號：贊字第 1070705002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 一、英文計劃書及簽名 
         二、英文計劃書中文翻譯 
         三、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函 JK-1033 
         四、發給RI社長Ron Burton 英文信的中文翻譯函 
         五、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收支預估表       
主  旨 : 函請各社編列每位社友新台幣1,000元年度捐款，以贊助

2021台北國際扶 
         輪年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ttee,HOC)，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 依據2015年5月31日於巴西召開的RI理事會已經決議通過台

北市將成為2021國際年會的主辦城市；將於2021年6月
13-16日於台北市南港展覽館一館及二館舉行，預定將有
35,000-40,000位社員與寶眷參加，詳如附件。 

二、 依據各社社長於2018年3月31日~4月1日社長當選人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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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S)中提案討論第四案決議並遵循往例辦理通過編列
每位社員新台幣1,000元的捐款贊助2021台北國際扶輪年
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st Organization Committee, HOC)。  

三、 敬請各社以 2018 年 7 月 1 日報給 RI 的社友人數為準
(寶眷社友可不算在內)，乘上每位新台幣1,000元之金
額，於2018年10月31日(星期三)前，以匯款或支票方式匯
入地區總監辦公室帳戶： 

    1.電匯 
          銀    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銀行代號803) 
          銀行帳號:034-10-0030623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郵寄地址:40750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1段209號 
          連絡電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並請將匯款收據E-mail至總監辦事處，以便資料彙整，以利在

2018年12月底前由總監辦事處統一匯款到 HOC 指定
的專款帳戶。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總監 沈登贊 DG Today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11 日 
發文字號：贊字第 1070711001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A.長期(LTEP)交換計劃：  

1. 申請辦法 - a 
2. LTEP 填寫說明與繳件檢查清單 -b 
3. 中文申請書 -c 

 B.短期(STEP)交換計劃： 
1. 申請辦法 -d 
2. 中文申請書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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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英文申請書 -f 
4. 英文申請書 說明檔 -g 
5. 2018 營隊說明 -h 

主  旨：公告本地區2019-20年度長、短期青少年交換計劃申請辦
法；敬請 貴社 惠予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參加青少年交
換長期計畫，詳如說明及附件，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RYE），是一項為了讓青少年有機會前往國外扶
輪社所安排的家庭住宿，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共同生活，
學習該國文化，藉由在異國的實際生活，訓練學生的獨
立自主能力，並瞭解當地的民俗風情與文物風景；同時
也經由派遣學生的介紹，讓接待地區的人民得以認識我
國的文化與國情，促進兩國間雙向交流，增進世界的瞭
解與親善。 

二、 本地區自 1999 年起即參與此項長期交換計劃，至今累計
派遣 492 名學生前往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厄瓜多爾、
巴西、哥倫比亞、祕魯、泰國、日本、印尼、印度、韓
國、芬蘭、波蘭、挪威、丹麥、瑞典、法國、德國、匈
牙利、比利時、立陶宛、斯洛伐克、土耳其、俄羅斯、
瑞士、克羅埃西亞、西班牙、澳洲等 31 個國家，也接待
合計 474 名來自祕魯、加拿大、美國、墨西哥、巴西、
厄瓜多爾、土耳其、日本、韓國、法國、德國、匈牙利、
哥倫比亞、印尼、泰國、印度、比利時、挪威、阿根廷、
丹麥、立陶宛、捷克、瑞典、俄羅斯、瑞士、克羅埃西
亞等 28 個國家的交換學生；派遣學生歸國後的表現，至
今仍獲得家長高度讚賞；接待學生除少數提前遣返外，
絕大多數均獲得接待扶輪社、接待學校與接待家庭的肯
定，且多數仍與接待家庭繼續連絡往返，維持密切的情
誼。敬請 貴社 惠予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
友之子女皆可)參加 2019-20 年度青少年長期交換計畫。
學生申請辦法與資格詳如《附件 A》之說明。 

三、 短期交換計畫同樣可讓學生們接觸到外國文化而增進國
際認識與了解；敬請貴社 惠予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參與
本計劃，詳細辦法請參閱《附件 B》之說明。 

四、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8 年 09 月 15 日(星期六)截止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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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郵戳為憑)。逾期或附帶文件不全者，視同無效申
請。 

五、 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
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
0905-738-662)。 

六、 函請查照。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2019 年度總監 沈登贊 DG Today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主委 吳宗隆 Teacher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7 年 7 月 13 日 
發文字號：贊字第 1070713001 號 
速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 :本地區各扶輪社 
            2017-20 RRFC 曾秋聯 William (屏東東區社) 
            TRF東亞專員 蕭佩珊小姐 Miss Hazel Seow             
附  件： 一、議程表 
         二、出席回函 
         三、逢甲大學國際會議廳地圖 
         四、逢甲大學停車證          
主  旨 : 召開「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

會(DRFS) 」，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參照 扶輪基金會委員會彙編規範辦理 TRF-CODE 7.010.4 

(P.75)    2018/Apr 版。 
     二、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日期：2018年8月12日(星期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5時35分 
       地點：逢甲大學-人言大樓 B1 啟垣廳(第六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100號   
     三、參加人員:    
          1. 各社 社長 
          2. 各社 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           
          3. 執行2018-19地區獎助金計畫社友              
          4. 地區團隊 (如副本) 
     四、敬請於7月23日(星期一)前填妥出席回函(E-Mail)至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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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以利後 
         續作業進行。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 d3462y1819@gmail.com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19年度總監  沈登贊 Today 
 

大里扶輪社 2018~2019 年度七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7 年 7 月 16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二、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 
三、主席:曾杉源  紀錄：黃英智 
四、出席:曾杉源、廖至軍、宋喜來、黃健光、張志偉、李彥錫、       

張家欣、黃銘松、黃英智、陳錦章 
五、缺席:趙寶祥 
六、討論提案 
1.案由:林諭雍 CANBAN 社友申請退社案。 

說明:林諭雍 CANBAN 社友在 107.06.05 向社裡提出退社申明書。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忍痛通過退社案。 

 
2.案由:趙寶祥 WATER 社友申請退社案。 

說明:趙寶祥 WATER 社友在 107.06.11 向社裡口頭提出退社。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保留社籍，8月理事會再議。 

 
3.案由:見習社友李龍翔 Arc 申請入社資格審查案。 
說明:見習社友李龍翔 Arc 已見習過第 1815 次、1817 次及 6/28
后里社交接典禮。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社友資格，社費從 8月份計算，將在 9/10
總監公訪時安排宣誓。 

 
4.案由:見習社友林鴻達 Jordan 申請入社資格審查案。 
說明:見習社友林鴻達 Jordan 已見習過第 1815 次及 6/28 后里社
交接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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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社友資格，社費從 8月份計算，將在 9/10
總監公訪時安排宣誓。 

 
5.案由:追認本年度第一、二次籌備理事會議案。 

說明:新社友何昱興 HOUSE 是否加入遺缺之委員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追認通過，膳食及職業服務委員會由何昱興
社友擔任。 
 

6.案由:7 月 16 日(星期一)第 1818 次例會變更地點案。 
  說明:7 月 16 日(星期一)將由社長開爐宴請全體社友及夫人，特

將例會變更，下午 17 點整先召開七月理事會，18 點 31 分餐會，
地點在新天地東區店。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7.案由:7 月 30 日(星期一)第 1820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7 月 29 日(星期日)將配合登山及爐邊兩委員會活動，特將
例會變更烏日知高圳登山健行活動，時間 09：00 在善光寺停車場
集合(台中市烏日區榮泉村中山路三段登寺巷 176 號)。 
另當天也將舉辦 7 月大組爐邊，將由 7 月爐主第一組李彥錫、第
二組劉 成、第三組賴輝梧共同宴請全體，歡迎社友及夫人踴躍參
與。 
用餐地點在:海產地美食餐廳（台中市三民西路 356 號）,時間
11:30～12：00 集合。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8.案由:8 月 6 日(星期一)第 1821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8月5日(星期日)上午11:00 將舉行慶祝父親節暨女賓夕活

動，特將例會變更時間及地點，地點在「山那邊.綠葉方舟」-苗
栗縣三義鄉勝興村 12 鄰勝興 34-1 號。可提早 10 點入園遊園喔。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9.案由:2018-19 年度國際扶輪、地區及分區各項活動經費說明案。 
  說明: 服務計劃委員會-2018-19 年度執行內容： 
「RI 的期待」 
(ㄧ)、配合地區年度社區服務活動「地區的規劃」 
○1 、2018 攜手送愛到泰北美斯樂孤軍後裔教育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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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8 年 7/24（二）- 8/3（五） 
  討論事項：D3462 地區 1-4 分區，每社一萬元，十社並列主辦單

位 
  註：大里扶輪社已有二位小扶輪參加志工服務、請贈社旗一面、

可在當地拍照存證。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配合一萬元。 
 
○2 、2018 國際扶輪愛心關懷團 - 緬甸。 
   日期：2018 年 12/26～12/30 
   討論事項：D3462 地區 1-4 分區，每社一萬元，十社並列主辦單

位。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配合一萬元。 
 
○3 、十社聯合捐血活動 
    日期：107 年 11/24（六） 
    預算：2萬（購買贈品）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實際經費等社秘聯席會公佈。 
 
○4 、3462 地區扶輪愛跑響應捐款 
    日期：108 年 2/28 日 
    預算：1萬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實際經費等地區馬拉松委員會公佈。 
 
「大里社的社區服務」 
(二)、大里社常年社區服務項目： 
○1 、扶輪之子： 
*現有扶輪之子的資料 
*扶輪之子社區服務活動要與家長會長協會互動，增加地方家長認

同。 
    日期：以學期年度分二期、每期每位六千元、一學年每人一萬

二千元、預計 13 位 
    預算：15.6 萬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此預算。 
 
○2 、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 
*大里社社友伉儷參與感恩音樂會，社友子弟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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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小額歡喜捐款 
*鼓勵社友企業購感恩音樂會票分送親友、員工 
    日期：10 月 
    預算：1.2 萬(購票)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例會購票欣賞，並鼓勵小額歡喜捐款、

企業購票。 
 
○3 、彰化榮民重陽節送愛關懷榮民活動。 
    日期：107 年 10/15～10/17 日 
     預算：一萬五千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找尋就近團體，落實區域性服務，預算保留。 
 
○4 、大里區希望家園中秋節學員與家長同慶烤肉活動。 
     日期：107 年 9/24 日 
     預算：一萬五千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希望日期能再確定。 
 
○5 、希望家園聖誕禮物交換、同樂。 
     日期：107 年 12/25 日 
     預算：五千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6 、雲林縣教養院收容對象： 
*心智障礙患者 
*18 歲以下少女收容（學員） 
社區服務內容： 
*物資捐贈：米、蘿蔔糕、萬益食品 
*薩克斯風吹奏 
*口琴獨奏： 
*夫人、社友們歌唱三首： 
     日期 108 年元月 
     預算：一萬五千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希望能擴大辦理邀請后里兄弟社合辦。 
 
○7 、老人年菜：創世基金會老人年菜 36 屆 36 人份，米、香腸、乾

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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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108 年元月 
     預算：二萬一千六百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維持 35 份年菜。 
 
○8 、衡山基金會:＊成立於民國99年。 
　               ＊致力於精神疾病一級預防和協助青年精障朋友回歸社會 

 ＊從服務個人擴大至家庭，協助身心障礙弱勢居家環境修繕整
理、提供 生活物資及食物、慈善義診等。 

　               ＊服務擴及社會角落的弱勢 
               預算：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先7/23例會邀請衡山基金會蒞社說明了
解性質，留待8月份理事會再討論。 
               
大里社常年社區服務項目： 
a.社區反毒、清潔、消毒,走訪療養院、育幼院扶助關心弱勢團體。

可配合登山活動暨淨山活動。 
b.費用不用太多，目前社友較少、社區服務經費有限。 
c.和社友、區域有關聯，與周邊人脈互動，大家才有參與的熱情。 
決議: 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10.案由:與后里兄弟社聯誼事宜。  提案人：后里社聯誼主委

-Cylinder  
說明:*上半年度中秋節高爾夫球聯誼（后里社編 20000） 
擊球組（頒獎-10000 元） 
旅遊組（抽獎-10000 元鼓勵參與） 
*上半年度職業參觀：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例如：后里外

埔樹生休閒酒莊 
*上半年度社區服務：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下半年度母親節高爾夫球聯誼（大里社歡喜金 20000 元） 
擊球組（頒獎-10000） 
旅遊組（抽獎-10000）鼓勵參與 
*下半年度職業參觀：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下半年度社區服務：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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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案由:大里社、日本吉田西姊妹社結盟 30 周年是否建議邀請互訪
加強聯誼，提案人：國際服務主委 KANE 
說明:*日期、場合：彼此周年慶典？ 

*經費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異地慶祝時間約 3 月份，先制定計劃
書再將計劃書給姐妹社，尋求共識再執行。 

 
12.案由:9/29 與基隆東南兄弟社上半年度球敘討論案。 
   說明:是否合併秋遊舉辦 2日遊行程，因為 9/29 是星期六，或者

就一天行程。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2 日遊行程，9/30 晚宴參加兄弟社 AH 

SOON 社當公子喜宴，當晚餐費由社統包紅包，9/29 住宿地
點由社長、秘書決定。 

 
臨時動議: 
李彥錫:本屆介紹新社友之徵員獎勵辦法? 
決議:1.共同基金贈 1萬元。 
     2.社長及副社長贈送紀念品。 
 

HERO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請家中小扶輪(含孫)今年考上高中.職、大學、研究所等，
將名單遞給執行秘書，於中秋慶祝會中社長將頒發金榜題
名! 
 

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 7／29(星期日)烏日知高圳步道健行活動，時間 09：00 在

善光寺集合(台中市烏日區榮泉村中山路三段登寺巷 176

號)。 

另當天也將舉辦 7 月爐邊，將由 7 月爐主第一組李彥錫、

第二組劉  成、第三組賴輝梧共同宴請全體，歡迎社友及

夫人踴躍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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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餐 地 點 : 海 產 地 ( 台 中 市 南 區 三 民 西 路 356

號)11:30~12:00 集合。  

 

※2018 同濟盃彰化 B 區全民路跑賽 

107 年 07 月 29 日(星期日) 06:10 起跑 

地點:彰化員林鎮龍燈公園(彰化縣員林市莒光路 734 號) 
 

※第五屆 花壇玄門山路跑 
2018/8/5 星期日，上午 05：30 開跑 
彰化縣花壇鄉灣福路 60 巷 83 號(玄門山) 
 

BANK 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大里扶輪社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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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錫 洪有益 何森德 宋喜來 張家欣 
陳錦章 
趙寶祥 

第二組 劉  成 劉振銘 廖至軍 江漢泗 黃健光 陳通敏 

第三組 賴輝梧 張辛庚 陳增松 黃銘松 朱田源 林進重 

社  長：曾杉源   秘  書：黃英智  
副社長：張志偉   爐邊主委：呂武霖 
新社友：何昱興   新社友：李龍翔  
新社友：林鴻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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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糾察、社區服務、后里兄弟社主委綜合報告 

糾察報告： 
*社友社歡喜金 
1.每屆糾察例會勸募社友歡喜金平均約 6.5 萬—來自職務社
友、部分社友—用途：社務支出。 
大里社統一捐已經內規制度化： 
特別活動：社長 4點/副社長、祕書 2點/理事、一般社友 1
點。 
交接及授證：社長 10 點/副社長、祕書 5點/理事 1.5 點/社
友 1點 
因此糾察本年度例會歡喜金勸募針對——有主旨、有意義的
活動—國際服務、社區服務的需求，社友、寶眷、小扶輪在
社會有特殊貢獻、光榮事蹟，值得表揚、鼓勵—-專款專用。 
 
2.兄弟社聯誼歡喜金（基隆東南社、后里社）高爾夫球組-
獎項、旅遊組-抽獎—-社友自由歡喜金説明（打球社友、職
務社友、一般社友） 
 
3.友社私下來訪行程招待，社長、祕書得依內規每位來訪社
友 1000 元/人申請補助，不足費用由參加的社友、夫人分攤
之。 
 
4.社區服務（扶輪之子、天使心感恩音樂會）、中華教育基
金等歡喜金—-社友自由歡喜認捐。 
 
5.特殊個案歡喜： 
3462 地區 1-4 分區國際服務活動：泰北義工服務團，送愛到
泰北美斯樂孤單後裔敎育希望工程，即將出發，大里社也有
派二位小扶輪代表大里社參與，大里社配合 1-4 分區國際服
務活動費用-10000 元並授旗鼓勵，國際服務主委歡喜-旅
費、糾察歡喜-零用金 5000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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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后里兄弟社聯誼： 
1.建立年復一年的聯誼模式，鼓勵社友、夫人參加。 
2.不要只是餐會聯誼，增加社友、夫人相處機會、時間來互
相認識彼此。。 
3.增加有交集的活動，高爾夫球趣味賽、一起共同活動-登
山、健行、路跑、釣魚、喝酒、聊天打麻將、社區服務、職
業參觀..... 
///////////////////////////////////// 
2018-19 年度大里、后里兄弟社聯誼： 
* A. 上半年度聯誼 
＊中秋節聯誼：后里社主辦—9/15 日 
小田田民宿（鼓勵社友、夫人參加： 
擊球組（頒獎-10000 元） 
旅遊組（抽獎-10000 元）登山、健行、半日遊…… 
*上半年度職業參觀：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例如：后里外埔樹生休閒酒莊（總統府晚宴選用葡萄酒。 
*半年度社區服務：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 B. 下半年度聯誼 
＊母親節聯誼：大里社主辦—     日） 
鼓勵社友、夫人參加： 
擊球組（頒獎-10000） 
旅遊組（抽獎-10000）登山、健行、半日遊…… 
 
*下半年度職業參觀：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下半年度社區服務：后里、大里兩社互邀合辦 
*沒有安排遊覽車時要注意活動中社友、夫人的休息安排。 

KANE國際服務主委報告 

※3462 地區 1-4 分區國際服務活動：泰北義工服務團，下星
期即將出發，大里社也有派員參與(KANE 小扶輪丞威及綾
萱)，藉由 7/23 日例會-請社長授旗鼓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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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DE 節目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曾杉源
秘書：黃英智
節目：江漢泗 2018 年 7-9 月份 大里扶輪社 例會節目表 

 例會/日旗 節目內容 起迄時間 
擔當 
司儀 

附  
記

1820 7/29 日 七月大組爐邊暨烏日
知高圳建行活動 

時間:上午9:00善光寺集合 
午餐:11:30海產地集合 

呂武霖 

1821 8/5 日 慶祝父親節暨家庭日
活動 

時間:上午11:0 0~11:30集合 
地點:綠葉方舟(苗栗縣三義
鄉勝興村12鄰勝興34-1號 

陳通敏 

1822 8/13 一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HOUSE職
業報告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洪有益 

1823 8/18 六 
臺中大坑農純鄉七夕
浪漫情人橋星光馬活
動 

集合時間:16:30-17:00集結 
地點:景賢路段浪漫情人橋，
本社帳篷 

呂武霖 

1824 8/26 日 
分區十社聯合例會.
邀請林佳龍事長專題
演講 

時間:14:00-17:30 
地點:台中市政大樓惠中樓臨
川堂 

黃英智 

1825 9/3 一 助理總監 Aladdin 社
務行政會議 

時間:下午18:30~19:00用餐 
         19:00~20:00例會 

地點:社館「國光樓六樓」 
劉振銘 

1826 9/10 一 地區總監 Today 公式
訪問 

時間:下午16:00-21:00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中市東
區旱溪東路一段456號) 

宋喜來 

1827 9/15 六 與后里兄弟社舉辦中
秋聯誼 

時間:暫定上午10:00-14:30 
地點:小田田(台中市后里區
三月路3-1號) 

黃健光 

1828 9/24 一 中秋節休會   

1829 9/29 
-30 

六 
日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
球賽暨秋遊 

球場:北海球場 
 

賴輝梧 
張家欣 

※7月分爐邊:第一組李彥錫、第二組劉  成、第三組賴輝梧 
※8月分爐邊:第一組洪有益、第二組劉振銘、第三組張辛庚 
※9月分爐邊:第一組何森德、第二組廖至軍、第三組陳增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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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暨職員交接旅遊!! 

      本屆各職員就位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