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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報名註冊及分攤費： 
序列    類  別   註冊費  分攤費     共  計 

1 註冊社友 NTD 1,200 NTD 800 NTD 2,000×   位 

2 衛星社友 NTD 1,200  NTD 1,200x   位 

3 寶眷社友 NTD 1,200  NTD 1,200×   位 

4 寶眷 NTD 1,200  NTD 1,200×   位 

5 扶青團員 NTD 1,200  NTD 1,200×   位 

6 扶少團員 NTD 1,200  NTD 1,200×   位 

7 未註冊社友  NTD 800 NTD   800×   位 

          註：扶少團員註冊費由輔導社支付。 
         四、繳費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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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年會註冊一律以網路報名，請參考Airtable網頁報名。
因採共編方式，填寫時請詳細註明社友的暱稱社名（第一個英文字
大寫，其他小寫）。 
敬請於108年1月25日前完成線上報名，並在108年1月31日前繳交報 

名費用，以利後續作業進行。 
       六、有關地區年會議程與場地規劃等相關資料，另函發送。 
       七、地區年會在公平、公開、公正原則及考量節約成本下，

為有效處理手冊印製及摸彩前置作業，下列二項
權宜措施原則，祈能予以配合。 

               1.可以「臨時註冊」，但無法參加摸彩活動。 
           2.不處理「註冊後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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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年會委員會主委 林俊杰 Ra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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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一○七年十一月十五日星期四 
發文字號：民助總 字第○○二號 
受文者：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地區總監辦事處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總   監  沈登贊 Today 伉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秘書長   李秀雄 Host  伉儷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助理總監 戴志英 Smart 伉儷 
副本：國際扶輪 3462 地區台中市 1-4 分區各扶輪社 
附件：2018 年 12 月 8 日 1-4 分區親子活動趣味競賽內容 
主旨：茲邀請蒞臨本分區十社聯合 Star 會議暨親子聯誼活動。 
說明：一、本分區僅訂於 12 月 8 日(六)上午九時十社聯合 Star 會

議暨親子聯誼活動，活動時間、地點簡述如下： 
時間： 
09:00        註冊報到 
09:30-10:30 1-4 分區 STAR 會議  

主講人：2019-20年度3462地區總監當選人  黃進霖 Maclin 
10:30-11:00 親子聯誼活動 開幕典禮 
11:00-11:30 自由活動 
11: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團體遊戲競賽時間；摸彩時間 
15:00        閉會(活動結束) 
地點：沙連墩探索體驗教育園區戶外探索學習營地 
(台中市石岡區萬仙街岡仙巷 7-1 號) 
主辦社：霧峰扶輪社、大里扶輪社、太平扶輪社、烏日
扶輪社大里中興扶輪社、太平洋扶輪社、大里國光扶輪
社台中草悟道扶輪社、台中市中一扶輪社、台中無限夢
想家扶輪社 

二、隨函檢附趣味活動內容如附件: 2018 年 12 月 8 日 1-4 分
區親子活動趣味競賽。 

三、各社參加人數請於 2018 年 11 月 25 日回覆草悟道扶輪社
執行秘書。 

四、專此奉函敬邀。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8~2019 年度 
       台中市 1-4 分區助理總監 袁丁民 Alad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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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 2018~2019 年度十一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7 年 11 月 7 日（星期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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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健光、李彥錫、張家欣、黃銘松、廖至軍、       

陳錦章、張志偉、黃英智、宋喜來 
五、列席:陳增松 
六、討論提案 
1.案由:10/15 重陽節統一捐案。預算 30000 元 

說明: 
布條修改 130 重陽禮金 8 位*600 4800 

餐費 53900-28900 25000 合計 29930 

總計 29930/31=966 一點 
社長 4點=3864  副社長.秘書 2點=1932   理事.社友 1點=966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收此筆統一捐。 

 
2.案由:社區服務統一捐案。上半預算 120000 元-已用 36000 元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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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家園烤肉材料費 16141 地區花博形象藝術活動 10000 

地區花博馬拉松接力活動 10000 合計 36141 

總計 36141/31=1166 
社長 4點=4664  副社長.秘書 2點=2332   理事.社友 1點=1166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收此筆統一捐。 

 
3.案由:本年度認養扶輪之子討論案。 
說明:本社上屆扶輪之子帳戶結餘款為 107442 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一樣認養五所學校 14 位學生，請副社長
提供認養人選，請扶輪之子主委多方募款獎助金。 

 
4.案由:11 月 26 日(星期一)第 1837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原定 26 日例會將變更至 24 日十社聯合捐血活動，現被取

消，本 1837 次例會將變更至 11 月 9 日(星期五) 晚上 6 點，社
友 Jordan 林鴻達將接任大雅國小家長會長，並舉辦會長交接典
禮暨餐會，特將例會變更至大雅濃閣 維多莉亞婚宴會館(大雅區
雅環路 2段 19 號)，敬邀全體社友夫人共襄盛舉。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5.案由:12 月 3 日(星期一)第 1838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12 月 8 日(星期六)分區將舉辦十社親子活動暨 STAR 會議，

特將例會變更沙連墩探索體驗教育園區(石岡區萬仙街岡仙
巷 7-1 號)。 
議程規劃 

時 間 內 容 
09:00 註冊報到 
09:30-10:30 1-4 分區 STAR 會議 
10:30-11:00 親子聯誼活動 開幕典禮 
11:00-11:30 自由活動 
11:30-13:30 午餐時間 
13:30-15:00 團體遊戲競賽時間；摸彩時間 
15:00 閉會(活動結束)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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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案由:12月17日(星期一)第1840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12 月 15 日(星期六)18:00
太平洋社授證 20 週年，是否將
例會變更至全國飯店 B1 國際
廳，太平洋社已表明將不參加本
社 36 週年慶，是否聯合例會或
派組。各社目前情形如下: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配合聯
合例會。 

 
 

7.案由:十月份財務報表審核案。 
  說明: 總計603516-扶輪之子107442-共同基金270000=226074社

務結餘 
       另婚喪喜慶代金現每位社友帳戶已剩67元，需再收5000元。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並再收取婚喪喜慶代金。 
 
臨時動議: 
張家欣:3/30 將與基隆東南社高球聯誼賽暨半日遊行程安排。 
決議:3/30 球敘在霧峰球場 11 點開球，半日遊安排后里花博，晚宴
安排在菊園~永隆店。 
曾杉源:3/17 地區年會執秘請假事宜。 
決議:請中興社執秘黃郁紋暫代職務。 
 

HERO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12 月 24 日例會是本年度社員常年大會，請社友務必準時出席召

開大會，也請將提案事先告知秘書處。 

※社員大會將有三項年度重大任務： 

一.增修本社之內規，內規之增修係為社員大會時每位社友之職權請
各位社友踴躍提出建言以促進社務能更順利運作，更貼近真實的
需求，更增進社友彼此利益，更能使社友每個人得到公平，能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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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大家的信譽和社友間的情誼，如何能對社區提供更多的服
務。故請社友們有機會詳讀本社內規，並利用社員大會提出建議。 

二.選舉下屆理事（第 37 屆 2019~2020 年度）社員大會為扶輪程序

裡最重要的社員集會，其中最重要的任務就是選舉理事。依扶輪
精神當選理事是一種榮耀也是一種責任，更應以義不容辭的態度
積極參與理事會之運作，切勿當選理事而拒絕接任造成社務運作

之困擾更是破壞扶輪體制的行為。職員與各委員會主委則由社長
任命產生，為順利推行四大服務而成立之五大委員會及為社務能
順利運作而有秘書、財務、糾察三名職員，故擔任主委與職員其

實都是一種學習與服務，基於我大里扶輪社之優良傳統，由社長
任命之職員與各主委亦是一種榮耀與責任，自當不要拒絕更應全
力以赴。 

三.選舉下屆共同基金委員二名： 
依新修訂之內規共同基金管理辦法，當屆社長為當然委員
外，每年度選任二位社友擔任共同基金之委員，由此三位委

員負責保管本社之共同基金。 
 

TRADE 節目主委報告 

※今日主講人: 李明岳副主任 
※講題:企業誠信與倫理 
※簡歷 
一、現職：法務部調查局臺中市調查處臺中站副主任。 

二、學歷：文化大學經濟系畢業、逢甲大學財經法律研究所在職專

班結業。 

三、經歷：歷任雲林縣調查站、中機站及臺中縣調查站據點、肅防

案件承辦人及經濟犯罪防制組組長等各項工作，99 年底

臺中縣、市合併後，臺中市調查處成立調任國保科、犯

罪防制科承辦人，104 年 11 月奉調陞任航業調查處高雄

站副主任，107 年 1 月再調任臺中市調查處臺中站副主

任迄今，負責國家安全維護、機關保防、資安及犯罪調

查等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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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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年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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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8 12/8 六 十社親子聯誼活動暨
STAR會議 

時間:早上9點到下午2點 
地點:沙連墩探索體驗教育園
區(台中市石岡區萬仙街岡仙
巷7-1號)

黃英智 

1839 12/10 一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SA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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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漢泗 

1840 12/15 六 太平洋社授證慶典聯
合例會 

時間:下午17:00~17:45註冊 
         17:45~19:00例會 

地點:全國飯店B1國際廳 
黃英智 

1841 12/24 一 社員常年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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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家欣 

1842 12/31 一 適逢元旦連休日休會
一次 

  

1843 1/7 一 變更一月份理事會暨
下屆理事籌備會 

時間:下午17:00~17:40一月
理事會 

      下午17:40~18:30下屆
理事籌備會 

地點:暫定新天地東區店 

張志偉 

1844 1/14 一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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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增松 

1845 1/21 一 變更華山獨老送餐社
區服務 

時間.地點等華山基金會通知 廖至軍 

1846 1/28 一 近農曆春節休會   

1847 2/4 一 農曆春節休會   

1848 2/16 六 新春團拜暨女賓夕活
動 

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陳通敏 

※12月分爐邊:第一組張家欣、第二組陳通敏、第三組林進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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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2019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28 扶輪盃台中花博超
級半程馬拉松接力賽暨扶輪有愛  反毒 /根除小

兒痲痺  宣導活動  賽事簡章  
★競賽日期：2019 年 02 月 28 日(四) 
1、報到集合時間：05:30 〈接受寄物，為了讓大家可以盡早進花博觀賞遊

玩、大會預估十點三十左右可完成比賽〉 
2、開幕典禮：06:10 (請扶輪組與啦啦隊整隊入場開幕) 
3、接力/健跑組比賽時間：06:30~10:30〈 啦啦隊就位時間:06:40〉 
4、頒奬典禮：接力賽組 08:00、健跑組、啦啦隊組：09:00 
   比賽會場：台中市后里區中部科學工業管理局后里園區公園〈 啦啦隊安

排於后科路與園區〉〈請連結會場圖〉 
★競賽路線：后里園區公園、園區公園左轉后科路. 后科路右轉后科路二段→
后科路二段友達晶材前→第一光榮影音折返點→后科路二段左轉往永興路→永

興路右轉永興路→光美前第二光榮影音折返點，合計約 4.2 公里。 

★路跑競賽說明： 
    A、接力賽組:分社會組(男、女混合)、社會女子組(6 位都是女生)與扶

輪組，以接力方式完成，每隊參賽人數 6 人，每棒次 4.2 公里循環，完成時

間皆為 10:30 以前。請於報名時填寫棒次表，如需變更棒次者，請於

2018.12.15 前於報名網頁網路修正，2018.12.16~2019.2.23 日前棒次

異動修改請 E-MAIL：service@irunner.com.tw 修正或賽事當日 06:00
前至大會成績異常區服務台辦理；報名後至 2 月 23 日 E-MAIL：

service@irunner.com.tw 受理選手名單更動，24 日公佈參賽名單後不

再受理選手名單更動。惟已登記選手紀念服裝尺寸不受理異動更換。 
 社會組：分社會組(可男、女混合)、社會女子組(6 位都是女生)，每隊

參賽 6 人。限額 150 組 
       2、扶輪組：每隊參賽 6 人。限額 120 組(限同一扶輪社社員組隊) 
   B、健跑/健行組: 4.2 公里 ，10 歲以上分男、女組。共限額 500 人 
   C、啦啦隊組: 8 人(含)以上組成一隊。佈署於后科路二段賽道， 
      (無年齡限制，國小以下年齡請由師長家人陪同) 
    熱情、活潑、有創意的聲音、造型、口號、裝扮。為選手加油，為有愛

反毒吶喊! 
   D、接力組及健跑組未滿 10 歲者(民國 99 年 2 月 28 日後出生者)不得報

名參加參賽，若有填報不實則取消資格並自行負責，足 10 歲以上.未滿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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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需附家長同意書，請下載填寫、簽名後寄到: 
service@irunner.com.tw。下載家長同意書 
★競賽分組： 
1、接力社會組分社會組(男、女混合)、社會女子組(6 位都是女生)，每隊參

賽 6 人。限額 150 組。 
2、扶輪組以各「扶輪社」為單位，成員以 RI 登記社籍為資格，並以該社執

行秘書為聯絡人，且全組皆為扶輪社友。 
接力組每人僅限報名乙隊，不可同時報名健跑與跨隊接力組，且報名完成後

逾期不可更改名單，如重複報名將取消該員資格，且不退費。賽事全程錄影

並於 3 月 3 日前發佈影像供查詢徵信。 
接力與健跑組選手可同時報名啦啦隊組。 

  【啦啦隊主題】- 最趣味的造型•最熱情的加油聲!

請啦啦隊發揮創意，盡情展現創意裝扮，運用不同工具發出聲音為選手加油。 
因此我們的活動重點，除了創意造型之外，更加入創意聲音，歡迎各隊發揮創意，

運用器具物品創造加油聲音，同時也歡迎樂團搭配創意造型前來挑戰。 

★報名辦法：採網路報名 
2018 年 11 月 15 日 12:00~2018 年 12 月 31 日 24:00 止，或額滿截止。 
報名網址: https://baoming.irunner.com.tw/rotaryrunner2019 
FB 粉絲團: https://www.facebook.com/rotaryrunner 
★報名費用：不包含郵寄報到費用 
A、接力賽組: 郵寄報到費用另計(限臺灣境內)。 
1、社會組：每隊4100元 (含接力棒押金500元，賽後憑接力棒退回) 。 
2、扶輪組：每隊4700元 (含接力棒押金500元，賽後憑接力棒退回) 。 
B、健跑組 700 元/人. (含晶片押金 100 元，賽後憑晶片退回)可團
體或個別報名。郵寄報到費用另計(限臺灣境內)。 
C、啦啦隊組: 400 元/人，至少 8人(含)以上組成一隊。 
備註：報名時接力組一隊一張訂單，每隊 6人，以便各別取隊名。
健跑組與啦啦隊組，可以合在同一張訂單裡報名，惟啦啦隊組一隊
需 8人以上。 

KANE 服務計劃主委報告 

※本社今年度做社區服務衡山基金會弱勢家屋修繕計畫，將

在 11/25(星期日)上午 10 點，地點在太平區光興路 1480 巷

3 號，請有空社友及夫人一起前往做服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