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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4月 15 日第 36 期第 13 卷

 

※※※第 1857 次例會※※※ 

歡迎!歡迎! 
日本富士吉田西姐妹社來訪 

慶祝締盟 30 週年慶 
1989~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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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訓練師:林進重  RCC 主委:洪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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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9 年 4 月 15 日  第 1857 次 例 會   

CPA 社長時間   

    親愛的姐妹社会長 渡辺 明仁、國際主委渡辺 吉彥、
各位姐妹社社友及KANE IPP、FOOD秘書、HERO社當、各位PP、
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10位姐妹社社友遠道而來，全體社友由衷滿
心歡喜，在我們這小小社館裡，所散發的是濃濃的情意，慶
祝締盟30週年這非常有意義的日子，近幾年我們互相往來，
彼此間的姐妹情誼濃厚，期待我們的情誼永永遠遠。  

    4月6日的韓國慶州櫻花馬，參加成員真是為國為社增光
ㄚ，小國旗真是爆點，虧Food秘書想得到，看照片大家好像
都玩得非常開心，也拍了很多漂亮風景，看了一望無際的櫻
花，吃了不想吃又餐餐吃的泡菜，聽說有人開始提議明年度
要跑日本的馬拉松，這點也能多多請教姐妹社他們附近的訊
息讓我們參考。 

    4月27日(六)為本社授證重頭戲，每人都有工作分配，
也希望大家都能好好表現，讓友社能有個不一的體驗。 

    今日還是要感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等一下晚宴
請大家移駕到永豐棧酒店(大墩館)大墩20街37號3樓梅蓮
廳，讓我們好好盡地主之誼招待姐妹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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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NE 國際主委報告 

富士吉田西ロータリークラブ 様 

Ａ１９０４１５ 10+0 名

NO ＲＯＯＭ 
ＮＡＭＥ          

BIRTH 
BIRTH PPT No ＭＥＭＯ 

 
 

1 
SGL 渡辺 明仁               

ＭＲ．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ＡＫＩＨＩＲＯ 

０９．JUN．１９５４ ＴＫ５２８２６３０ 会長 

 
 

2 
SGL 住栄 茂                

ＭＲ．ＳＵＭＩＥ/ＳＨＩＧＥＲＵ 

０９．ＡＰＲ．１９７３ ＴＲ５０５５４１４ 幹事 

 
 

3 
SGL 渡辺 吉彦               

ＭＲ．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ＹＯＳＨＩＨＩＫ

１９．ＮＯＶ．１９５２ ＴＲ８０８２１９０ 国際奉仕

委員長 

 
 

4 
SGL 田邉 茂                

ＭＲ．ＴＡＮＡＢＥ/ＳＨＩＧＥＲＵ 

０２．ＳＥＰ．１９６０ ＴＫ０６０８１６３ 次期会長

 
 

5 
SGL 宮下 好文               

ＭＲ．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ＹＯＳＨＩＦＵ

１５．ＭＡＲ．１９６６ ＴＫ５２８２０２９   

 
 

6 
SGL 渡邉 幸男               

ＭＲ．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ＹＵＫＩＯ 

２０．ＪＵＬ．１９５２ ＴＫ８９７０００４   

 
 

7 
SGL 宮下 昌樹              

ＭＲ．ＭＩＹＡＳＨＩＴＡ/ＭＡＳＡＫＩ 

１４.ＮＯＶ.１９５８ ＴＲ９９１４６０５   

 
 

8 
SGL 廣瀬 靖               

ＭＲ．ＨＩＲＯＳＥ/ＹＡＳＵＳＨＩ 

２７.ＳＥＰ.１９３８ ＴＲ９９１５０７９   

 
 

9 
SGL 渡邊 浩次              

ＭＲ．ＷＡＴＡＮＡＢＥ/ＫＯＪＩ 

０５.ＡＵＧ.１９５７ ＴＫ６０３４７６４   
 

 

10 
SGL 菅原 和夫               

ＭＲ．ＳＵＧＡＨＡＲＡ/ＫＡＺＵＯ 

０３．ＮＯＶ．１９３６ ＭＵ３０９２２７

９ 

  

＊ 
ＳＧＬ(司

領房) 

ガイド：ＭＲ．黄(コウ) 辰彦  携帯電話：０９３５-２９４-７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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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吉田西ロータリークラブ様 

A190415 10+0

月 日 時 間         観  光  コ ー ス 

4 月 15 日 13:30  BR-189 便にて東京より松山空港にご到着、 

(月)    入国手続き後、専用車にて台北駅へ 

  15:31  新幹線１４１便にて台中へ 

  16:20  台中駅にご到着、専用車にて下記の所をご案内 

    
  大里ロータリークラブ社館（住所：國光路 2 段 500 號 6F-3 ＴＥＬ：

04-2481-2513 ） 

     ホテルチェックインへ 

      夕食：永豐棧酒店ー大墩館 

      住所：台中市西屯区大墩 20 街 37 號 3F  TEL: 04-2326-8008 

      

     宿泊：台中長栄桂冠酒店 TEL：(04)2313-9988 

4 月 16 日    朝食：ホテル 1 階のレストランにて (バイキング 06：30～10：00) 

(火) 08:30  ホテルを出発、専用車にて下記の所をご案内 

     日月潭を巡る遊覧船のご乗船＆文武廟 

     昼食：金都餐庁(郷土料理) TEL：(049)299-5096 

     住所：南投縣埔里鎮信義路 236 號 

     食事後、専用車にて台中駅へ 

  15:39  新幹線１３６便にて台北へ 

  16:32  台北駅にご到着、専用車にて 

     ホテルチェックインへ 

     夕食：欣葉本店(台湾料理) ＴＥＬ：（02）2596-3255 

      

     宿泊：首都大飯店-本館(キャピタルホテル) TEL:(02)2507-5577 

4 月 17 日    朝食：ホテル 1 階 にて  (首都牛排館 バイキング 07:00～10:00） 

水) 08:40  ホテルを出発、専用車にて下記の所をご案内 

     台北１０１展望台 

     故宮博物院にて中国五千年来の国宝をご鑑賞 

     昼食：康華飯店（飲茶料理） TEL:（02）2521-5151 

      金龍芸品澎湃超市へお買物のご案内 

     その後、松山空港へ 

      

  16:00  BR-190 にて羽田空港へ 

  19:55  羽田空港にご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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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秘書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年 4月 8 日 
發文字號：贊總字第 1080408001 號 
速 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函請各社繳交 2019-20 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費用，每社
新台幣 15,000 元，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依據地區慣例，並經 3月 31 日舉行之社長當選人
研習會決議通過，各扶輪社應繳交 2019-20 年度地區訓
練研習會費用，每社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二、請於 2019 年 4 月 30 日前，以匯款方式或即期支票
至下列帳戶 : 

             1.電匯銀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34-10-0031581 
               戶    名：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

黃進霖 
             2.支票 
               支票抬頭 : 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9-2020年度總

監黃進霖 
               郵寄地址 : 500 彰化市寶聖路 112 號 
               連絡電話 :  04-722-1234 
               傳    真 :  04-726-5265 
               信    箱 :  3462dg1920@gmail.com 
        三、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9-20年度總監辦事處聯絡資訊: 
            電話 ：04-722-1234， 傳真 : 04-726-5265 
            信箱 ： 3462dg1819@gmail.com 
            地址 ： 500 彰化市寶聖路 112 號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19年度總監 沈登贊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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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 年 4月 11 日 
發文字號：贊總字第 1080411001 號 
速 別：普通 
正本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一、議程表 

二、MOU 
三、彰師大位置圖    

主 旨：函請各社踴躍報名參加 2019-20 年度「地區獎助金管理
研習會(GMS)」，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參照扶輪基金會彙編 RFCOP April 2019 第 33.090(第

116-117 頁)規範辦理。 
        二、 2019-20 年度地區獎助金管理研習會(GMS) : 
             日期 : 2019 年 4 月 27 日星期六中午 12:30 至下午

18:10。 
             地點 : 彰師大工學院演講廳(彰化市師大路 2號) 
             對象 : 現任社長 
                    2019-20 年度社長當選人 
                    2020-21 年度社長提名人 
                    2019-20 年度扶輪基金主委 
        三、請各社至少指派社員一人全程參加 GMS 講習，並應由

社長及社長當選人共同簽署備忘錄 MOU，並請開會當
天繳交，且各社至少捐獻年度基金 US$500，方能參與
2019-20 年度向 RI 申請之地區獎助金補助款。 

        四、敬請欲參加社友，於 2019 年 4 月 22 日以前，線上報
名網址如下 : 
https://forms.gle/6faSxGQaBif4Li72A 

五、如有疑問，請洽總監辦事處呂淑蘭 Rita，手機 : 
0987-220-088。 

六、函請查照。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19年度總監 沈登贊 To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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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社認證備忘錄 

扶輪基金會 
1. 扶輪社認證 
2. 扶輪社職員的責任 
3. 財務管理計畫 
4. 銀行帳戶規定 
5. 獎助金使用報告 
6. 憑證保存 
7. 補助資金不當的使用報告 
1. 扶輪社認證 
參加扶輪社基金會全球和包裹式獎助金，扶輪社必須同意實施由扶輪基金會提供的本
備忘錄（MOU）的財務和管理要求，並每年至少派一位扶輪社成員參加地區的獎助金管
理研習會。地區可以針對扶輪基金會地區獎助金，來建立各社額外的認證條件和/或要
求各社通過認證才能參加。完成這些條件，扶輪社始合格和取得參與扶輪基金會\獎助
金計劃的資格。 
A. 一旦成功達成認證的要求，該社將取得一個扶輪年度的認證資格。 
B. 為了維持認證的狀態, 該社必須遵守這份備忘錄、該地區的其他規定和所有適用的
扶輪基金會政策。 
C. 針對該社所贊助的獎助金，該社皆必須負起責任，不管由誰管理資金。 
D. 認證資格可能因獎助金資金涉及的誤用或管理不善被暫停或撤銷，但不限於：欺

詐；偽造；社員社籍的偽造；嚴重疏失；受益者的健康、福利、安全的危害；由個
人所壟斷獎助金資金；不實的報告；估價過高；由受益人處得到的回饋；非法活動；
獎助金資金使用於不合格的目的。 

E. 該社必須與任何財務、獎助金或業務審計合作。 
2. 扶輪社職員的責任 
扶輪社職員針對扶輪社的認證和正確實施的扶輪基金會獎助金，負有主要的責任。 
扶輪社職員的責任： 
A. 指派至少一位社友負責執行、管理和維持該社的認證。 
B. 確保遵守所有扶輪基金會獎助金管理措施和適當的獎助金管理辦法。 
C. 確認所有參與獎助金計畫的個人，在展開他們的活動時，會避免任何實際的或可能
的利益衝突。 
 
3. 財務管理計畫 
為提供一貫性的獎助金資金管理，該社必須有一份書面的財務管理計畫。 
財務管理計劃必須包括程序來確保 
A. 保持一組標準的賬戶，其中包括獎助金所有收入和支出的完整記錄 
B. 適當的支付獎助金資金 
C. 維護資金處理的職責分工 
D. 為用獎助金購買的設備和其他資產建立一個庫存系統，並為透過獎助金支付所購
買、生產或獎助金的活動的項目保持記錄 
E. 確保所有授權的活動，包括資金的轉換，都遵守當地法律 
4. 銀行帳戶規定 
為了得到獎助金的資金，該社必須有一個僅用於接收和支付扶輪基金會資金補助的專
屬銀行帳戶。 
A. 該扶輪社銀行帳戶必須 

1. 支出必須至少有兩位社友的簽署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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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低息不支息的帳戶 
B. 任何利息必須被記錄並且使用在合格、經批准的獎助金活動，或繳回扶輪基金會。 
C. 每一個扶輪社所贊助的獎助金計畫，應有一個單獨的專屬賬戶，且獎助金帳戶名

稱，應明確標明其用途。 
D. 獎助金資金不能存入投資賬戶，包括/但不限於，共同基金、存證、債券、股票等。 
E. 扶輪基金會獎助金資金的收受和支出，必須能提供銀行對帳單。 
F. 扶輪社必須針對當銀行賬戶簽署人有變化的情況下，所產生的銀行帳戶監管移轉，
預先維持一個書面計劃。 
5. 獎助金使用報告 
扶輪社必須遵守所有扶輪基金會的報告要求。獎助金報告是獎助金管理和管理工作的
一個關鍵，因為它能通報扶輪基金會獎助金的進展情況，以及資金如何的使用。 
6. 憑證保存 
扶輪社必須建立並保持適當的記錄保存系統，來保存和認證資格及扶輪基金會獎助金
相關的重要文件。保留這些文件，能維持透明的獎助金管理，並協助審計或財務評估
的準備工作。 
A. 必須維持的檔案包括但不限於以下： 

1. 銀行資訊，包括過往的對帳單 
2. 扶輪社的認證資料，包括已簽暑的扶輪社備忘錄 
3. 有關於計畫及執行程序的文件，包含： 
a. 財務計畫書 
b. 儲存檔案和文件的程序 
c. 銀行帳戶簽署和保留的資料和文件的承接計劃 

4. 所有有關獎助金的資訊，包括所有購買的收據和發票 
B. 扶輪社紀錄必須是在扶輪社社友和在地區的要求下可以取得和提供的。 
C. 所有資料必須至少保管五年，或在當地法律的要求下更久。 
7. 補助資金不當的使用報告 
扶輪社必須向地區報告任何潛在和實際的獎助金資金不當使用或管理不善。這樣的報
告會在扶輪社的環境中，培養出不容忍濫用獎助金資金的氛圍。 
 
授權和協議 
這備忘錄是一份扶輪社和地區之間的協議，
並同意，扶輪社將採取必要措施，來確保正
確實施獎助金活動和對基金會獎助金有適當
的管理。通過本文件的授權，扶輪社同意遵
守所有的“扶輪社備忘錄＂的條件和要求。 

 
 
 
 
 

在此代表__________________扶輪
社 簽署在 扶輪年度      2019-20 

姓名  

簽名  

日期  

  

扶輪社社長當選人 

年度      2020-21 

姓名  

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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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 2018~2019 年度四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8 年 4 月 1 日（星期一）下午 18：00 
二、 地點:好記海鮮料理 
三、主席:曾杉源  紀錄：黃英智 
四、出席:曾杉源、黃健光、張家欣、黃銘松、廖至軍、               

陳錦章、黃英智、張志偉、宋喜來、李彥錫 
五、列席:李龍翔  
六、討論提案 
1. 案由:3 月 9-10 日春遊統一捐討論案。預算 100000 元 

說明: 
威士忌 3瓶*930 2790 3/10 午餐山上人家 13760
呂美麗博物館門票 22 張 3850 3/10 晚餐 3桌 9900
保險 32 位 2224 中巴車資 30 人*400 12000
執秘住宿費 1400 2 天車資全含 27000

合計 72924 
感謝社長歡喜 3/9 午餐 
總計 72924/31=2352 
社長 4點=9408  副社長.秘書 2點=4704   理事.社友 1點=2352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收此筆統一捐。 
 

2. 案由:3 月 30 日兄弟社活動聯誼統一捐討論案。預算 100000 元 
說明: 

紅布條 800 素食 1位 500
威士忌 5瓶*880 4400 司機便當 100
海尼根 3箱 2520 大水 5瓶 150
晚宴 7桌*5000 35000  

合計 43470 
總計 43470/31 點=1402 
社長 4點=5608  副社長.秘書 2點=2804   理事.社友 1點=1402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收此筆統一捐。 

 
3.案由:4 月 29 日(星期一)第 1859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5月 4日(星期六)10:30-14:30將與后里兄弟社共同慶祝母
親節暨家庭日活動，特將例會變更至台中港三井 OUTLET(台中市
梧棲區台灣大道 10 段 168 號)，午宴餐廳~解憂雜貨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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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目前午宴已預訂 8 桌，6000 元/1
桌。 
 
4.案由:5 月 6 日(星期一)第 1860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5 月 5 日(星期日) 上午 09:30-16:30 本分區十社聯合捐血

社區服務活動。本社與大里中興社在大里站(大買家量販店門
口)，本社輪值時間為 9點-13 點，請踴躍號召挽袖捐熱血。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5.案由:日本姐妹社來訪慶祝事宜再討
論案 
  說明:紀念品雕刻字樣及位置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當天行程如下: 
13:30-14:30 迎接姐妹社來訪及運動公
園看樹 
15:00-16:00 社館例會(慶祝締盟 30 週
年慶暨澳門交接遊說明)社裡準備小點及茶飲.咖啡等 
16:30-17:30 姐妹社飯店 Check in 
18:00-餐敘聯誼(永豐棧大墩館 3樓梅蓮廳) 
 
6.案由:三月份財務報表審核案。 
  說明: 總計 506912-扶輪之子 183442=323470 社務結餘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臨時動議:無 

姊妺社締結三十週年紀念（1989 始）

2018-19 年度 

大里社社長：曾杉源 

國際服務主委：廖至軍 

富士吉田西 RC 會長：渡邊明仁 

國際服務主委：渡邊吉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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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第 36 屆授證典禮工作人員分配表 

工作分配 召集人 小組成員 工作內容 

佈置組 賴輝梧 呂武霖.林鴻達 
1. 下午 4：00 到達會場 
2. 旗幟、布條、桌卡、蘭花、桌椅、

茶水等的擺設 

接待組 宋喜來 
何森德.黃銘松 
陳錦章.朱田源 

1. 來賓及友社社友之接待 
2. 引導來賓入會場及入座 
3. 下午 4：30 前到達會場 

註冊組 劉振銘 
江漢泗.林進重 
陳增松.劉  成 

1. 下午 4：30 前到達會場 
2. 辦理來賓及友社社友之簽到、註冊
3. 分發資料 
4. 來賓佩帶胸花 
5. 提供已報到之來賓及友社社友名

單給司儀 

禮品組 陳通敏 李彥錫.何昱興 
1. 配合司儀應變整個流程 
2. 頒、領獎或互贈紀念品 

司儀組 張家欣 張志偉.張信賢 
1. 擔任會議程序司儀 
2. 當日活動流程掌控 

膳食組 洪有益 張辛庚 1.餐敘中注意酒水及出菜進度 

攝影組 廖至軍 黃健光.李龍翔 1.當日活動攝影及播放影片 

現場指揮     黃英智 
1.確認各組別之執行情形 
2.調派協助各組之作業 

※ 以上工作分配敬請各社友配合，謝謝！ 
※ 當日請所有社友及夫人下午 4：00 分前到達 

※ 請各組召集人聯繫各小組工作進度回報給現場指揮秘書黃英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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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7/6-7/8（六日一）澳門三天二夜社長交接旅遊，適逢暑

假期間遊客較多，所以已經訂機票和飯店了！ 

航班：台中機場～長榮航空（早去晚回） 

住宿：喜來登升等行政套房（25 坪超大豪華房間） 

午餐及行程：未定，近期公告 

晚餐：喜來登百匯自助餐 2晚 

費用預算：1人 18000 元 

水舞間等秀場表演：自費 

已經報名人員: 

1.張志偉*2 

2.曾杉源*2 

3.李龍翔*4 

4.黃英智*2 

5.洪有益*2 

6.劉振銘*6 

7.宋喜來*2 

8.何森德*1 

9.賴輝梧*2 

10.林進重*2 

11.張家欣*2 

12.陳增松*2 

13.黃銘松*2 

14.李彥錫*1 

15.朱田源*1 

16.黃健光*2 

17.呂武霖*2 

18.張信賢*1 

19.Yankee*2（基隆兄弟） 

20.Paul*1（基隆兄弟） 

21.Tea*2（基隆兄弟） 

22.阿順*2（基隆兄弟） 

23.阿展*2（基隆兄弟） 

24.Concrete*1（基隆兄弟） 

25.蔡永裕*2（見習社友） 

26.林原吉*4（見習社友） 

27.林明華*2（見習社友） 

28.洪忠義*3 （見習社友） 

29.張聰賢*2（見習社友） 

30.陳璽文*2（見習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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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 高爾夫主委報告 

★下半年度大里、后里兄弟社高球聯誼 

日期：108年5月3日（星期五） 

球場：清泉崗高爾夫球場  

開球-12:00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台中市 1-4 分區助理總監盃暨十社高爾夫球聯誼賽 
主旨：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台中市 1-4 分區第二屆十社聯合感恩晚會

感謝各級長官及扶輪先進對本區的關心與指導，特舉辦本次
聯誼球賽，俾能藉此活動增進分區各社間之聯誼，彼此切磋
球技，促進身心健康。期望各社社友先進共襄盛舉並踴躍報
名參加，竭誠歡迎蒞臨。 

一、 邀請對象：霧峰扶輪社、大里扶輪社、太平扶輪社、烏日扶
輪社、大里國光扶輪社、太平洋扶輪社、大里中興扶輪社、台中
草悟道扶輪社、台中市中一社、台中無限夢想家社，各社社友及
夫人。 
二、比賽時間：2019 年 5 月 9 日(星期四)上午 10:30 報到，11：
00 開球 
三、比賽地點：霧峰高爾夫球場 
四、日期報名：即日起至 2019 年 4 月 19 日(星期五)止，採團體

各社統一報名，免報名費，果嶺費及桿弟費請自
理，請踴躍報名。  

五、比賽辦法：1.依球場單行規則，及國際高爾夫球比賽規則辦理。  
              2.採新新貝利亞制  (總桿以年長者優先，淨桿以

差點低者優先，如差點相同則由第 18 洞往回比，
桿數低者優先)。  

              ※ 球場教練及培訓選手歡迎參加，但成績不計。  
六、獎品如下：一桿進洞獎：禮劵 10,000 元 

(助理總監 Aladdin、副秘書長 Cooling、聯誼主委
Seaboy、台中草悟道社社長 Aluminium，共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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洞。) 
總桿冠軍：(禮劵+獎盃)3,000 元 
淨桿冠軍：(禮劵+獎盃)5,000 元 
淨桿亞軍：禮劵 3,000 元 
淨桿季軍：禮劵 2,000 元 
淨桿殿軍：禮劵 1,500 元 
第 五 名：禮劵 1,200 元 
第 六 名：禮劵 1,000 元 
第 七 名：禮劵 800 元 
第八～十名：禮劵 600(600 元*3=1,800 元) 
助理總監獎第十一名：禮劵 6,000 元 
跳躍獎：第 12、17、22、27、32、37、42、47、
52、57 名，禮劵 500(500*10=5,000 元) 
遠桿獎：2名、禮劵 500(500*2=1,000 元) 
近洞獎：4名，禮劵 500(500*4=2,000 元) 
二 近 洞 獎：2名、禮劵 500(500*2=1,000 元) 
參加獎：帽子一頂、紀念球一條(約 200*60=12,000
元) 、餐券一份(100*60=6,000 元) 

七、頒獎日期：於 108 年 5月 24 日(星期五) 菊園婚宴會館旗艦
店 
台中市 1-4 分區十社聯合感恩晚會中頒發。 

註 1:預計參加人數 60 人。 
註 2:凡報名本次聯誼球賽之社友、夫人，主辦單位會統一處理各

位團體保 
險【意外保險 100 萬；意外傷害醫療 10 萬(實支實付)；意
外住院日額$1,000 元】，如欲增加其他投保項目，請另外自
行處理。 

註 3:本次球賽費用由助理總監贊助 40000 元，副秘書長、分區聯
誼主委贊助 3000 元、十社社長贊助 2000 元。如有結餘或剩
餘款部分轉由 1-4 分區 2018-19 社秘聯誼基金處理。 

               
 
            台中市 1~4 分區 助理總監  袁丁民 

                           副秘書長  詹修政 

                           聯誼主委  余豐盛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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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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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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8 4/27 六 本社授證36 週年慶
典聯合例會 

時間:下午17:20註冊.聯誼 
      下午18:00鳴鐘開會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3樓 

張家欣 

1859 5/4 六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
母親節暨家庭日活
動

時間:10:30-14:00 
地點:台中三井outlet 

黃健光 

1860 5/5 日 十社聯合捐血社區
服務

時間:8點30分-12點30分 
地點:大買家門口

黃健光 

1861 5/13 一 下半年度第三次內
輪餐敘暨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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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龍翔 

1862 5/20 一 林聖豐博士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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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信賢 

1863 5/24 五 十社聯合晚會暨助
理總監之夜 

時間:下午17:30~註冊聯誼 
         18:00~19:10開會 

地點:菊園~德芳南路店 
黃英智 

1864 6/3 一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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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鴻達 

1865 6/8 六 參加陳通敏前社長
彥孜千金歸寧喜宴 

時間:中午12:00~入席 
地點:全國飯店B1國際廳 

黃英智 

1866 6/17 一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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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昱興 

1867 6/24 一 社長感恩晚會 
時間:18:30~21:00 
地點:另行通知 

黃英智 

※4月分爐邊:第一組林進重、第二組宋喜來、第三組劉  成.張信賢 
※5月分爐邊:第一組江漢泗、第二組賴輝梧、第三組陳通敏 
※6月分爐邊:第一組洪有益、第二組廖至軍.李彥錫、第三組李龍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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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I 社刊主委報告 

無關比賽，不為勝利，只是感動   

                         大里社高爾夫球主委 Light 108.3.31 

    大里扶輪社與基隆東南扶輪社自結盟以來，兩社每年除了授證

互訪之外，都有舉辦春秋兩季旅遊，及兩社高爾夫球比賽，其主旨

是在提升兩社社友友誼的昇華，藉助旅遊及高爾夫球聯誼賽，兩社

社友分旅遊組的旅遊共同遊山玩水，有揮桿的社友在藍天白雲下，

綠草如茵草地上一起揮汗運動，有天南地北聊也聊不完的話題，晚

餐兩組人馬會和熱鬧滾滾，除了旅遊組有摸彩活動之外，高爾夫球

頒獎除了淨桿名次及技術獎外，頒發團體冠亞軍趣味獎，冠軍拿獎

盃實至名歸，亞軍頒一盆啤酒加威士忌酒，亞軍隊要在當場把酒喝

完，這時候會把聯誼會的氣氛嗨到最高潮，兩社社友及夫人不分你

我，蜂擁而上分享這相聚喜悅的時刻，球賽只是為聯誼無關比賽，

不為勝利，只是感動，自結盟以來兩社共享溫馨難得的兄弟友誼。 

    這次聯誼是由大里社主辦安排 108 年三月三十日，旅遊組參觀

頗負盛名「2018 台中世界花卉博覽會」，這是一個以「花」為主

題的世界博覽會，其規模之大可以連續觀賞三天，尤其是其中的森

林館園區，這裡原本是一座營區，有許多保留營區內的珍貴老樹，

配合在地林木環境，創造一座讓人心靈放鬆的森林花園，球敘組在

霧峰高爾夫球場，社友能隱身在這九九峰山谷中，寧靜優閒擁抱環

山好環境， 發球台至果嶺都整理的很理想，水池沙坑點綴球場中，

非常棒的視野風景，大里社社友一早就在省諮議會等待，迎接基隆

東南社社友們的蒞臨，興奮的等待要與兄弟社相會聯誼，雖然兄弟

社遊覽車因週末塞在路上，有耽擱了一點時間，但這並不影響社友

們聯誼的熱情與行程。 

    今年大里社 CPA 社長，終於從基隆東南社社長阿亮手中，接回

暌違四次的團體冠軍獎杯，瞬間整個晚會掌聲不斷，尤其是大里社

的社友們更是興奮不已，話雖然說勝敗乃是兵家常事，尤其是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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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旨在是聯誼，但是在連續喝了四次的威士忌酒，大里社心裡總是

想著勝利的滋味，今年新春團拜聚餐時，為此次兄弟社聯誼賽募款

時，無論哪位社友都是熱心踴躍捐款，嘴巴不說但心裡總希望能把

優勝杯抱回，今年大里社社友們用心努力下，除了抱回團體冠軍

杯，大里社還把個人前幾名獎項都囊括在內，總桿冠軍

(Cylinder)，淨桿冠軍（Trade），淨桿亞軍（Light），季軍（Paint），

殿軍（Press）、、，賽後社長掩不住喜悅的心情，私下開玩笑輕聲

說「看誰在當社長」，興奮的表情溢於顏表，這時社長高興的骨刺

都不會疼痛了，（社長因骨刺帶痛出席），並說這都是我大里扶輪社

的社友們同心一致，今天才有這優異的表現，感謝我大里扶輪社全

體社友們，謝謝大家，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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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LINDER 后里兄弟社聯誼主委報告 

★2018-19大里、后里兄弟社下半年度（母親節）聯誼安排如下： 

＊ 母親節聯誼：大里社主辦 

＊ 打球組-日期:5 月 3 日 (星期五) 

          清泉崗球場 12:00 開球，18:00 球場用餐。 

＊ 旅遊組-日期:5 月 4 日 (星期六) 

          扺達時間-10:30自由逛 

          餐敍時間-12:00 

          地點:臺中港三井 OUTLET 

(台中市梧棲區台灣大道 10 段 168 號) 

＊餐廳：解憂雜貨舗（在靠近摩天輪賣場的二樓） 

 

(ㄧ)擊球組（經費-10000 元） 

清泉崗球場.開球 12:00 

採新新貝利亞制記分排名 

賣店餐費:100 元 x 20 人=2000 元 

(二)旅遊組（趣味抽獎經費-10000 元）

＊地點:臺中港三井 OUTLET 

* 餐廳：解憂雜貨舗（鼓勵社友、夫

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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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泉水:600 元 

 

＊時間-10:30 抵達 

＊餐敘 12:00 

＊趣味抽獎-500 元 x 20 人=10000 元

(請事先報名以便製作兩社抽獎簽單-

擊球組不參加抽獎) 

大里、后里兄弟社高爾夫球聯誼個人

獎項如下： 

*總桿冠軍：1000 元*淨桿冠軍：1000

元 

*淨桿亞軍：800 元*淨桿季軍：700 元

*淨桿殿軍：600 元*第五名：500 元 

*第六-十名：200 元（5人） 

*BB 獎：200 元 

*遠桿獎：200 元 x2 洞 

*二近洞獎：200 元 x2 洞 

*近洞獎：200 元 x4 洞 

--------------------------- 

大里、后里兄弟社高爾夫球聯誼團體

趣味獎: 

* ＊ 兩隊各自取第-1、2、3、5、7

名桿數加總， 

總桿數少那隊為冠軍另一隊為亞軍 

* ＊ 團體冠軍獎項: 獎杯一座 (連

贏三次即歸該隊擁有) 

* ＊ 團體亞軍獎項: 美酒一缸 (全

社分享) 

 

(三) 大里、后里兄社母親節聯誼：(司

儀:-CYLINDER 主,EYE OP-輔) 

 ＊ 地點:臺中港三井 OUTLET 

 餐廳：解憂雜貨舗（在靠近摩天輪賣

場的二樓） 

 ＊ 時間-12:00 

 ＊ 擊球組: 頒個人獎項、團體趣味

獎項(高爾夫球主委 LIGHT/MACHINE) 

 ＊ 旅遊組趣味抽獎 20 名(兩社社長

各抽 10 名) 

 ＊ 其他歡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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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慶州櫻花馬 

路跑隊!!看這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