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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7 年 7 月 2 日第 36 期第 1卷 

 

※※※第 1816 次例會※※※ 

第 36 屆 CPA 社長首次敲鐘 
暨職員佩帶上路 
新社友 HOUSE 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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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  第 1816 次 例 會   

例會程序表~ 

時間~19：00                         

社長鳴鐘開會  

唱扶輪頌 

宣讀四大考驗『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

問』：      1）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介紹貴賓、友社社友代表 

唱歡迎扶輪社友歌(來賓及友社社友請起立) 

社長致詞 

社長介紹本屆理事及各職員與主委(主委佩帶肩帶) 

新社友 HOUSE 宣誓(請 A-KI PP 監誓、社長陪誓) 

社長時間 

本社致贈社長就任紀念品(KANE 代表致贈) 

本社致贈秘書就任紀念品(HERO 代表致贈) 

糾察報告 

出席報告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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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A 社長時間   

    各位社友、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 

    匆忙中來擔當社長，還請各位前輩多多指教，非常感謝
KANE直前社長，在這段期間的指導和提點，也感謝各位前社
長的協助，更感謝大家繼續在這裡齊聚一堂。 

    個人認為社團是每個參加的社友的社團，〝社長〞是對
外的代表，在社內是社友的追隨者，配合社友提出的活動盡
力參與，所以今年的各項活動請大家(尤其各位主委、理事)
多提供意見。 

    內輪是社員參與社團的後盾，特別請社當HERO夫人多費
心，也請各位夫人們踴躍參與。 

    希望這一年在大家的幫忙中，我這個過渡的社長能順利
度過，謝謝大家!!! 
 

FOOD 秘書報告 

※7/8(日)交接旅遊將安排兩台車.請大家踴躍攜眷參加喔!!
依慣例國中以上一位收歡喜金 1000 元喔!! 

A 車 7:30 在 PRESS PP 公館出發 

B 車 7:30 在軍福公園.軍福 18 路及松竹 3路出發 

A.B 車將在省諮議會會合發早餐。 

社長會準備早餐、秘書會準備水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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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友社已知交接日期及派組(請依 2018-19 上半爐邊表出席) 

社   名 日  期 屆份 地     點 備 註 

石岡社 7/3(二) 15-16 豐原宜豐園 社.秘.爐邊第三組 

太平社 7/4(三) 34-35 新天地東區店 社.秘.輔導委員.爐邊第一組 

霧峰社 7/7(六) 35-36 新口味餐廳 邀社秘同期 

大里社 7/8(日) 35-36 交接旅遊 全體社友 

太平洋社 7/10(二) 20-21 全國飯店 首敲邀社秘同期 

東勢社 7/11(三) 48-49 豐原儷宴會館 副社長及爐邊第二、三組 

大里中興社 7/11(三) 21-22 菊園婚宴會館 邀社秘同期 

 

HERO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6/27內輪籌備會議紀錄說明: 

1.手工藝品學習課程安排在7-8月，由CPA夫人負責。 

2.手工私房菜教學鹹猪肉及嫩薑醃製，由PRESS夫人負責。 

3.李白酒坊品酒會與例會結合，預計安排在9/24，由HERO

夫人負責。 

4.內輪自由行，預計在11月安排雲林採果農家樂行程，由

MANPOWER夫人負責。 

5.過年花藝組合，預計安排多肉植物組合，由HERO夫人負

責。 

6.歌劇欣賞:拉皮歐加音樂館，由CYLINDER夫人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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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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餐地點再另行公佈。  
 

★位於烏日的知高圳取自筏子溪溪水，是臺中南屯、烏日及

大肚的農田重要灌溉水源；而由枕木鋪設完成的知高圳步道

即是沿著圳修建，位於烏日區與大肚區之間，步道往返路程

約 6公里，步道入口至好漢坡頂峰學田山高低落差僅約 80

公尺，不需耗費太多體力即可輕鬆走完全程。是散步.休閒.

運動.騎腳踏車者休息的好地方，到了夜晚萬家燈火星光閃

閃更加美景如畫。結束登高望遠的步道之旅，還可順道參觀

鄰近的善光寺、聚奎居、成功火車站、烏日啤酒廠等景點。 

 

2018 國際扶輪日 3461 地區花博暨反毒音樂路跑嘉年華簡章 

活動緣由： 
愛、熱情、挑戰、以身作則，我們需要 LEAP-積極的飛躍。 
扶輪人們，展開熱情，勇敢跑出來，向我們體能說愛，呼喚親人社友，引領
社區大眾，大家一起來跑步！讓運動強健愉快我們身心，把獎金結餘作人道
及教育公益奉獻！ 
一、指導單位：臺中市政府 
二、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61 地區馬拉松委員會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三、承辦單位：名水集運動工作室 
四、協辦單位：國際扶輪日 3462 地區、臺中市政府交通局、北屯區公所、臺
中市政府警察局〈邀請反毒宣導〉、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五分局、臺中市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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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觀光旅遊局、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臺中市政府新聞局、臺中市政府消
防局、臺中市北屯區廍子里辦公處………. 
 
五、贊助：募集中….. 
 
六、活動內容： 
1.日期：2018 年 10 月 28 日(星期日) 08:00~13:00。 
2.地點：台中市北屯區景賢路廍子公園(景賢路段浪漫情人橋) 
3.參加對象：凡熱愛馬拉松及健康路跑活動之國內外跑友、家庭親子均歡迎報
名參加（半馬組未滿 16 歲，需檢附家長同意書） 
4.路線： 
  a.漫跑組〈3k〉 
景賢路浪漫情人橋端會場起跑點→往祥順東路二段→太原路右轉→過橋右轉
祥順西路二段→祥順西路二段右轉軍福九路清新綠美橋→軍福九路→右轉廍
子路→右轉景賢路思齊路口(終點)。 
  b.歡樂組〈11k〉 
景賢路浪漫情人橋端會場起跑點→左轉祥順東路一段→到太原路右轉→過橋
右轉祥順西路二段→祥順西路二段接東山路逢甲橋右轉→過橋右轉東山路二
段 2 巷→廍子路→右轉祥順東路二段→〈第二趟〉接祥順東路一段→到太原
路右轉→過橋右轉祥順西路二段→祥順西路二段接東山路逢甲橋右轉→過橋
右轉東山路二段 2 巷→廍子路→右轉祥順東路二段→左轉軍福九路→廍子路
右轉→右轉景賢路與思齊路口(終點) 
c.挑戰組〈21k〉 
景賢路浪漫情人橋端會場起跑點→左轉祥順東路二段→到太原路右轉→過橋
右轉祥順西路二段→祥順西路二段接東山路逢甲橋右轉→過橋右轉東山路二
段 2 巷→廍子路→右轉祥順東路二段→左轉軍福九路→廍子路左轉→右轉廍
子巷→左轉苧園巷→苧園巷美國學校→苧園巷土地公廟→~左轉苧園巷亞哥
花園別墅→~右轉橫坑巷→右轉近山北路→近山東路北坑巷〈折返〉→近山北
路→左轉橫坑巷→左轉苧園巷亞哥花園別墅→右轉苧園巷→苧園巷土地公廟
→苧園巷美國學校→右轉廍子巷→左轉廍子路→右轉景賢路與思齊路口(終
點) 
 
七、組別：扶輪組與社會組。 
3.報名時間與報名系統： 
報名時間： 
2018 年 07 月 02 日 10：00AM 起至 2018 年 09 月 10 日 23 時 59 分止。 
（挑戰組 21k 報名人數限額 800 人，歡樂組 11k 限額 1000 人、漫跑組 3k 限額
1000 人）報名日期截止前，如人數已經額滿，恕不再接受報名。 
報名方式： 
本次賽會僅採用網路報名，報名網址：
https://baoming.irunner.com.tw/3461rotary2018，報名方式(1)個人報名 (2)團體報名
(二人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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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繳費方式：報名資料輸入後即可取得一組繳費代碼「NWxxxxxxxxxxxx」共
14 碼，請於三天內持此繳費代碼至四大超商繳費，四大超商詳細繳費程序請
看「繳費方式」頁面。(提醒您，四大超商繳費每兩萬元需自付手續費 NT 30
元，不足兩萬元以兩萬元計)；未在期限內(完成報名 3 天內)進行匯款者，視同
放棄參賽資格。 
4，社會組與扶輪組各分成三項組別： 
      (a) 挑戰組〈21K〉：總共限額 800 人。 
      (b) 歡樂組〈11K〉：總共限額 1000 人。 
      (c) 漫跑組〈3K〉：總共限額 1000 人。 
5、分組起跑時間： 

項目 里程 集結時間 起跑時間 限時時間 

挑戰組 21k 8:00 9:00 4 小時 

歡樂組 11k 8:00 9:10 2 小時 

漫跑組 3k 8:00 9:20 1 小時 

6，以上各組均不受理現場報名。 
   正式受理報名 7 月 2 日(星期一)至 9 月 10 日(星期一) 報名截止。 截止日期
前若已達限額，亦不再受理報名。 
 
八，大會報到： 
1.大會一律以郵寄方式寄發報到物資至原報名單位(預定於賽前 10 日內寄發)。 
2.報名費用及領取物資： 
a 報名費用： 
   (1)挑戰組每人 800 元；〈外加晶片押金 100 元，完賽後回收退押金〉。 
   (2)歡樂組每人 700 元；〈外加晶片押金 100 元，完賽後回收退押金〉。 
   (3)健跑組每人 500 元；〈外加晶片押金 100 元，完賽後回收退押金〉。 
3.各組都配戴晶片，頒發完跑證書。所有選手物資將一律以郵寄方式送達各報
名單位，郵資費用如下： 

報名人數(單一訂單) 1-2 人 3-10 人 11-30 人 31-80 人 81 人以上 

郵資 100 元 300 元 500 元 800 元 1000 元 

註：以上為台灣本島內郵資，離島及外國郵資新增費用另計。 
 
九、報名禮  

組別 晶片 號碼布 別針 紀念 T 

挑戰組 Ｏ Ｏ Ｏ Ｏ 

歡樂組 Ｏ Ｏ Ｏ Ｏ 

漫跑組 Ｏ Ｏ Ｏ 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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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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諭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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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社員主委報告 

本社新血輪簡介 
◆姓名：何昱興 HOUSE 

◆入社日期：2018.07.02 

◆職業分類：房地產仲介 

◆現職：大家房屋豐富公園加盟店 店長 

◆地址：台中市南區三民西路 347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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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節目主委報告 

大里扶輪社 2018-2019 年度例會節目表 

例會時間 變更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2018/07/02  
第 1816 例會 

 社館首敲.職員上路.新政策 社館 

2018/07/09 
第 1817 例會 

7/8(日) 交接旅遊-中南部 南投.雲林

2018/07/16 
第 1818 例會 

 社長起爐宴暨七月理事會 新天地 
東區店

2018/07/23 
第 1819 例會 

 專題演講~衡山基金會服務介紹 社館 

2018/07/30 
第 1820 例會 

7/29(日) 烏日知高圳踏青暨七月大組爐邊 烏日 

2018/08/06 
第 1821 例會 

8/5(日) 慶祝父親節女賓夕活動~綠葉方舟 苗栗 

2018/08/13 
第 1822 例會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 HOUSE 職業報告 社館 

2018/08/20 
第 1823 例會 

8/18(六) 情人橋路跑 廍子公園

2018/08/27 
第 1824 例會 

8/26(日) 分區聯合例會邀請林佳龍市長演講 市府 
集會堂

2018/09/03 
第 1825 例會 

 助理總監社務行政會議. 社館 

2018/09/10 
第 1826 例會 

 總監公式訪問 新天地 
東區店

2018/09/17 
第 1827 例會 

9/15(六)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后里主辦) 另訂 

2018/09/24 
第 1828 例會 

 專題演講~李白酒坊 社館 

2018/10/01 
第 1829 例會 

9/29(六) 與基隆東南社秋季高爾夫聯誼賽(基隆主辦)暨秋遊 另訂 

2018/10/08 
第 1830 例會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慶生會 社館 

2018/10/15 
第 1831 例會 

 慶祝重陽節 另訂 

2018/10/22 
第 1832 例會 

 電影欣賞~ 另訂 

2018/10/29 
第 1833 例會 

10/28(日) 3461 扶輪日音樂會路跑 廍子公園

2018/11/05 
第 1834 例會 

11/02(五) 變更參加大里中興社授證慶典 另訂 

2018/11/12 
第 1835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8/11/19 
第 1836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8/11/26 
第 1837 例會 

11/24(六) 八社聯合捐血活動 另訂 

2018/12/03 
第 1838 例會 

 上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慶生會 社館 

2018/12/10 
第 1839 例會 

12/08(六) 1-4 分區親子活動 另訂 

2018/12/17 
第 1840 例會 

12/15(六) 變更參加太平洋社授證慶典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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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2/24 
第 1841 例會 

 社員常年大會 社館 

2018/12/31 
第 1842 例會 

 元旦連休假期休會   

2019/01/07 
第 1843 例會 

 一月份理事會暨下屆理事籌備會 另訂 

2019/01/14 
第 1844 例會 

 社區服務 另訂 

2019/01/21 
第 1845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19/01/28 
第 1846 例會 

 近農曆春節休會   

2019/02/04 
第 1847 例會 

 農曆春節休會  

2019/02/11 
第 1848 例會 

 新春團拜暨女賓夕活動 另訂 

2019/02/18 
第 1849 例會 

 電影欣賞~ 另訂 

2019/02/25 
第 1850 例會 

 變更 228 活動 另訂 

2019/03/04 
第 1851 例會 

3/6(三) 變更參加太平社授證 35 週年慶典 另訂 

2019/03/11 
第 1852 例會 

 基隆東南社高爾夫聯誼(大里主辦) 另訂 

2019/03/18 
第 1853 例會 

3/17(日) 地區年會 另訂 

2019/03/25 
第 1854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9/04/01 
第 1855 例會 

 變更參加基隆東南社授證 36 週年慶典暨春遊 另訂 

2019/04/08 
第 1856 例會 

 社務行政會議暨下半年度第二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19/04/15 
第 1857 例會 

4/14(日) 變更參加后里社授證 25 週年慶典 另訂 

2019/04/22 
第 1858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9/04/29 
第 1859 例會 

4/27(六) 本社授證 36 週年慶典 另訂 

2019/05/06 
第 1860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9/05/13 
第 1861 例會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母親節(大里主辦) 另訂 

2019/05/20 
第 1862 例會 

 下半年度職業參觀 另訂 

2019/05/27 
第 1863 例會 

5/24(五) 八社聯合例會助理總監之夜 菊園 

2019/06/03 
第 1864 例會 

 社務行政會議 社館 

2019/06/10 
第 1865 例會 

 下半年度第三次內輪餐敘暨慶生會 社館 

2019/06/17 
第 1866 例會 

 專題演講 社館 

2019/06/24 
第 1867 例會 

 社長感恩晚會 另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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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2018～2019 年度)第卅六屆各委員會組織表 
 

社   長 曾杉源 副社長 張志偉 
秘   書 黃英智 助理秘書 陳增松 
財   務 李彥錫 助理財務 呂武霖 
糾   察 黃健光 助理糾察 黃銘松 
訓 練 師 林進重 RCC 主委 洪有益 

五大委員會 

項  目 主 委 項   目 主 委 

社務行政委員會 張志偉 服務計畫委員會 廖至軍 

社刊 洪有益 社區服務 黃健光 

節目 江漢泗 社區發展 黃銘松 

膳食 林諭雍 環境保護 劉  成 

出席 黃銘松 人類發展 劉  成 

扶輪資訊 劉振銘 國際服務 廖至軍 

禮品 黃英智 服務夥伴 宋喜來 

攝影組 呂武霖 職業服務 林諭雍 

聯誼 陳通敏 職業成就.獎勵 張家欣 

基隆東南社聯誼 張家欣 團體交換 G.S.E 張辛庚 

后里社聯誼 黃健光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陳增松 

內輪會 張志偉 台灣肝病根除計畫 陳錦章 

高爾夫 賴輝梧 新世代委員會 趙寶祥 

運動保健 呂武霖 扶少團 趙寶祥 

諮詢會 李彥錫 青少年交換 陳增松 

社員委員會 何森德 RYLA 黃英智 

職業分類 張辛庚 扶輪基金委員會 江漢泗 

社員發展 張志偉 根除小兒麻痺 何森德 

扶輪知識 劉振銘 保羅哈里斯之友 賴輝梧 

S T A R 李彥錫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金

陳通敏 

公共關係委員會 陳錦章 前受獎人 宋喜來 

國際姐妹社推薦 林進重 配合獎助金 朱田源 

扶輪大使獎學金 朱田源 共同基金 曾杉源.宋喜來.江漢泗 

世界聯誼活動 林進重   

家庭懇談 呂武霖  

理  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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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補:張辛庚.劉  成 

諮詢委員會:IPP.及所有的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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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后里社交接!! 

         內輪籌備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