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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8 年 7 月 22 日第 37 期第 2卷 

 

※※※第 1871 次例會※※※ 

HERO 社長 
新政策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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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長：張志偉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黃英智    新世代主委：陳通敏 

  副社長：黃英智    社 員 委 員 會主委：林進重    節 目 主委：張信賢 

  秘  書：李龍翔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曾杉源    出 席 主委：呂武霖 

  財  務：劉振銘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李彥錫    聯 誼 主委：張家欣 

  糾  察：江漢泗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賴輝梧    社 刊 主委：賴輝梧 

2019-2020 年度理事~~張志偉.曾杉源.

劉振銘.何森德.江漢泗.張家欣.黃銘松.

廖至軍.黃健光.黃英智.李龍翔 

社訓練師:廖至軍  RCC 主委:張家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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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9 年 7 月 22 日  第 1871 次 例 會   

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貴賓、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上星期首敲感謝大家踴躍出席，讓我有個非常好的開
始，今年度的各項活動還需大家努力的支持，今天各主委也
都提出了他們的工作計畫，有了這完善的計畫社務上的推動
也將更完美。 

    今晚還是要謝謝大家的蒞臨，謝謝大家!!! 
 

ARC 秘書報告 

大里扶輪社 2019~2020 年度七月份理事會議記錄 

一、 時間:108 年 7 月 15 日（星期一）下午 17：00 
二、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 
三、主席:張志偉  紀錄：李龍翔 
四、出席:張志偉、曾杉源、何森德、張家欣、黃銘松、黃健光、       

黃英智、李龍翔 
五、缺席:劉振銘、江漢泗、廖至軍 
六、討論提案 
1.案由:劉  成 TTA 社友申請退社案。 

說明:劉  成 TTA 社友在 108.06.25 向社裡提出退社申明書。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忍痛含淚通過退社案。 

 
2.案由:見習社友申請入社資格審查案。 

說明:  
○1 見習社友蔡永裕 PIPE：百原通風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理，參加
4/27 授證、6/17 例會、7/6 交接旅遊、7/15 首敲 
○2 見習社友林明華 LIN SIR：領鮮食品行董事長，參加 4/27 授證、
6/17 例會、6/24 感恩餐會、7/6 交接旅遊、7/15 首敲 
○3 見習社友邱寶弘 LAWYER：先濟律師事務所律師，參加 4/27 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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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6/17 例會、7/15 首敲 
○4 見習社友：恩旭工程技術顧問有限公司、洪忠義董事長，參加
4/27 授證、6/17 例會、7/6 交接旅遊、7/15 首敲 
○5 見習社友：春富營造有限公司、黃坤森董事長，參加 4/27 授證、
7/15 首敲 
○6 見習社友朱一飛 TECH：京鈺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參加
6/29 中一社交接、7/15 首敲 
○7 見習社友：兆峰不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林原吉董事長，參
加 7/6 交接旅遊、7/15 首敲。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資格及入社，待宣誓完社費由 8月份計
收。 

 
3.案由:追認本年度第一、二次籌備理事會議案。 

說明: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來函，每位社友須繳交 700
元/年費用。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追認通過，扶輪出版決議繳交 10 人份 7000
元即可。 
 

4.案由:7 月 15 日(星期一)第 1870 次例會變更地點案。 
  說明:7 月 15 日(星期一)將舉辦社長首敲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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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整
例會，19 點整餐會，地點在新天地東區店。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5.案由:8 月 5 日(星期一)第 1873 次例會變更時間.地點案。 
  說明:8 月 3 日(星期六)中午將舉行慶祝父親節暨家庭日活動，特
將例會變更時間及地點，地點在南投埔里中坑瀑布，上午 9 點即
可到達戲水、烤肉、泡茶，敬請踴躍報名。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變更。 
 
6.案由: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 工作目標 
說明： 

R.I 年度口號 ： Rotary International 扶輪連結世界  
A. 社員人數成長 RI扶輪國際的鼓勵（扶輪獎的目標） 

(1) 成立新社，以增加至少3社為目標  
(2) 地區社員增加3~5%---為2860名Rtn  
(3) 各社社員淨增加至少一名 
(4) 增加扶青團的成立及功能 

B. 扶輪基金  
(1) EREY推動，全社每一位社友都有基金捐獻，平均100美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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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保羅哈里斯之友(Paul Harris Fellow, PHF)  
 捐獻社友：個人捐給年度基金、小兒麻痺或核准的獎助金專案等

項目累計達 US$1000 以上 
(3) 鉅額捐獻(Major Donor, MD) 

 捐獻項目：年度基金、小兒麻痺、核准的獎助金計畫、捐助基金
或其他,資格：個人捐獻累計或與配偶合計達 US$10,000 (10 顆) 
以上 

(4) 阿奇克蘭夫(AKS) 奇柯蘭夫協會 (Arch C. Klumph Society, AKS) 
 捐獻項目：年度基金、小兒麻痺、核准的獎助金專案、捐助基金

或其他資格：個人捐獻累計達 US$250,000 以上 
(5) END Polio終止小兒麻痺捐獻 
(6) 鼓勵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捐獻 
(7) 指定用途捐獻基金 
(8) 煩請各社在總監公訪兩星期前提出名單 

C. 地區年度口號 ： 一九二零 永久愛你 採取行動 連結世界 
 3462地區 2019~20年度年度服務計劃 (地區規劃的活動) 

(1) 國際短期營隊：日月潭 2019/12/16~2020/1/12 
 各社贊助活動費用NT 5,000元 

(2) 扶輪八卦山生態環境保護大遊行(扶輪日)2020/1/12 
 各社贊助活動費用NT 5,000元 

(3) 國際關懷及醫療服務(結合VTT活動)2019/12月下旬 
 參加社贊助活動費用NT 20,000元 

(4) 扶輪超馬接力賽-C肝防治宣導暨根除小兒麻痺症活動
2020/2/28 
 參加社贊助活動費用NT 10,000元 

 聯合分區各社共同舉辦之服務計畫 
(1) 扶輪之子（各社自辨） 
(2) 生命橋樑助學計劃-課程(40小時) 
 可配合地區獎助金申請,助學金每位學員NT 45,000元/
人 
 要申請地區獎助金（DDF-District Designated Fund）方
案應立即申報 
 申報截止日期：2019.06.30。(結案報告於2020.06.30完
成) 
 獎助金提供的六大方向：和平及預防衝突／解決衝突
預防及治療疾病水及衛生母子健康基本教育及識字
經濟及社區發展. 

(3) 法治教育暨反毒運動：走入校園及社區宣導活動-講師費
用NT 2,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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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反毒/C型肝炎防治公眾宣導活動：推廣及贊助C型肝炎篩
檢 
 2019-20 配合3462地區服務委員會的規劃，和中彰投
各縣市衛生局推動根除C肝篩檢活動，鼓勵社友一人捐200
元共同響應或捐20000元成為C肝大使，活動中也藉由我們
扶輪社抛磚引玉，鼓勵企業、團體捐2萬元成為C肝大使，
贊助縣市內民眾篩檢費用，同時也號召扶輪社社員針對自
身公司員工提供免費C肝篩檢，期望大家一起打造美好幸
福城市。消除C肝活動也是我們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9-20
重點活動之一,2025消滅C肝大家一起努力加油！ 

D. 年度活動計劃  
(1) 地區獎助金：由各分區助理總監帶動各社共同辦理本地社區

服務計劃  
(2) 全球獎助金：與國外未來願景地區扶輪社合作辦理大型配合

獎助金計劃 
(3) 舉辦青年領袖營RYLA：南投鯉魚潭(各社至少推派一名學生

參加)  
(4) 扶輪盃超馬接力賽：彰化田中：2020/2/28  
(5) RYEMT(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多地區年會)：2020/4/11~4/12  
(6) 2021台北世界年會推動早鳥票：2020/6/06～6/10  
(7) 2020/6/07～6/10夏威夷檀香市世界年會 

E. RI年度扶輪獎：各社達成扶輪獎及社長特優扶輪獎目標  
F. 3462地區第三屆地區年會：台中中興大學惠蓀堂(2020年03月21

～22日(六/日)  
G. 配合完成總監公式訪問 
H. 備註： 

(1) 年度扶輪社各項工作計畫務必上RI網站RCC做編輯及結案報
告。 

(2) 各社期能達成社友100% RI網站註冊登錄。 
(3) 地區年度十二大活動計畫，請各社積極配合,1月12日扶輪日

活動才能擴大宣揚扶輪形象效果。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各項配合款。 
 

7.案由:分區各社服務計畫配合案。 
  說明:7/16-7/30 太平洋社國際服務泰北教育希望工程愛心募款泰

北清邁省孟安中學，邀請各社共同前往服務及協助募款，目前已
知有霧峰社、太平社、烏日社、大里國光社及助理總監 Paint 個
人 10000 元、副秘書長 Cylinder 個人 5000 元贊助。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社不再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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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案由:大里社的社區服務案 
   ★十社聯合捐血活動 
   日期：108 年 11/23（六） 
   預算：2萬（購買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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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每人一萬二
千元、預計 12 位 
    預算：14.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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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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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區希望家園中秋節學員與家長同慶烤肉活動。 
     日期： 
     預算：一萬五千元 
   ★希望家園聖誕禮物交換、同樂。 
     日期： 
     預算：五千元 
   ★老人年菜：創世基金會老人年菜 37 屆 36 人份，米、香腸、乾

糧..等 
     日期：109 年元月 
     預算：2.1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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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萬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社區服務預算案，希望家園能捐食材即
可。 
 
9.案由:與后里兄弟社聯誼事宜。 

說明: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秋，本次由本社主辦，訂在 9/1(星期
日)中午，地點在霧峰湧旺羊媽媽農場，當日流程近期公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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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地點。 
 
10.案由: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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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是星期六，或者

就一天行程。 
   決議:經理事會決議通過 9/28-29 之 2 日遊行程，等兄弟社規劃

完再公佈。 
 
臨時動議:無 
 

HERO 社長新政策報告 

一、宗旨：服務社友 
二、重心：聯誼(內輪)、公益、各職員工作分配 
三、重點：扶輪之子、扶少團、支持分區助理總監 
四、目標：新增社友 
五、近期活動：8/3、9/1、9/9、9/28、10 月份⋯⋯ 
六、紀念：polo 衫、胸花⋯⋯ 

大里社僑泰扶少團籌備會議 
壹、日期：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17:00 
貳、地點：社館 
參、出席人員(簽名）： 
邀請（張志偉、曾杉源、黃英智、李龍翔、黃健光、張信賢、何森
德、江漢泗、張家欣、黃銘松、陳通敏、李彥錫、廖至軍） 
肆、列席：  *扶少團主委花壇社Circle 電話0988237466 
伍、提案議題： 
一 、請討論扶少團輔導社人員組織架構及委員任期(附件一) 
建議：1、黃健光兼任輔導顧問，其餘人員組織及職稱不變。 
      2、第一屆職員任期 2 年，第二屆以後一年一任。 
      3、輔導代表及輔導顧問為永久職。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討論成立扶少團確定名單人數、團員人數 
建議： 團員人數為 40 人(高一生:20 人, 高二生:20 人)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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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討論成立扶少團基金、社友點數如何分攤，如講習、社旗、
背心及衣帽，社務用品，社區活動贊助------ 
建議： 1.張志偉、李龍翔、黃健光、張信賢各 10 點。 
       2.曾杉源、黃英智、張家欣、黃銘松各 5 點。 
       3.其他輔導委員各 3 點。 
     4、社友各 1 點，每點為新台幣壹仟元整。 
     5、第一年依點數分攤，第二年以後則由社費編列支出。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討論擬定章程及協助學校成立扶少團體， 
 說明:章程訂定、集會場所，職務分配、年度計劃、溝通管道(輔導
老師) 
建議： 1、章程訂定:先由扶少團主委及副主委擬定，再行討論。 
       2、集會場所:台中市僑泰高中(地址：412 台中市大里區樹王
路 342 號| TEL：04-24063936| FAX：04-24071400. ) 
       3、職務分配與年度計劃:待扶少團成立後再討論。 
       4、溝通管道:由輔導代表及三位輔導顧問負責。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討論臨時團成立日期 
建議：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30 日以前 
決議：由社長跟學校聯繫後再確定日期。 
 
六、請討論預定授證日期 
建議：中華民國 108 年 10 月 30 日 
決議：臨時團成立再做最後日期確定。 
 
七、其它意見討論~無 
 
陸、臨時動議：增加兩位女性輔導委員，由內輪會主委及秘書夫人
擔任,逐步催生大里社-社區服務團 RCC-Rotary Community Corps) 
 
柒、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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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2019～2020 年度)第卅七屆各委員會組織表 
 

社  長 張志偉 副社長 黃英智 
秘  書 李龍翔 助理秘書 黃銘松 
財  務 劉振銘 助理財務 李彥錫 
糾  察 江漢泗 助理糾察 黃健光 
訓練師 廖至軍 RCC 主委 張家欣 

六大委員會 

項  目 主 委 項   目 主 委 

社務行政委員會 黃英智 服務計畫委員會 曾杉源 

社刊 賴輝梧 社區服務 陳增松 
節目 張信賢 社區發展 陳通敏 
膳食 陳增松 環境保護 劉  成 
出席 呂武霖 人類發展 劉振銘 

扶輪資訊 張家欣 國際服務 曾杉源 

禮品 陳錦章 服務夥伴 朱田源 
攝影組 何昱興 職業服務 李彥錫 
聯誼 張家欣 職業成就.獎勵 廖至軍 

基隆東南社聯誼 黃銘松 團體交換 G.S.E 林鴻達 
后里社聯誼 林進重 台灣肝病根除計畫 張辛庚 
內輪會 黃英智 新世代委員會 陳通敏 

高爾夫 江漢泗 扶輪之子認養計畫 黃銘松 
運動保健 呂武霖 扶少團 黃健光 
諮詢會 洪有益 青少年交換 張志偉 

社員委員會 林進重 RYLA 李龍翔 
職業分類 劉  成 扶輪基金委員會 李彥錫 

社員發展 張信賢 根除小兒麻痺 張辛庚 
扶輪知識 黃健光 保羅哈里斯之友 宋喜來 

S T A R 林鴻達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金

江漢泗 
公共形象委員會 賴輝梧 前受獎人 陳錦章 
國際姐妹社推薦 劉振銘 配合獎助金 何昱興 
扶輪大使獎學金 洪有益 共同基金 張志偉.宋喜來.江漢泗 

世界聯誼活動   何森德   

家庭懇談 廖至軍  

理  事  會 
張志偉.曾杉源.劉振銘.何森德.江漢泗.張家欣. 

黃銘松.廖至軍.黃健光.黃英智.李龍翔 
候補理事:張信賢.林鴻達 

諮詢委員會:IPP.及所有的 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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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寶眷學習課將安排~~ 

7/27(星期六)早上10:00-12:00

日文教學課開始 

8/10(星期六)早上10:00-12:00

手揑陶藝課﹔下午1:30-3:30鋁

線編織課，請夫人們踴躍報名學

習課程。以便老師準備材料。 

 
※本年度已為所有扶輪社社員規劃下列聯誼活動： 
1. 例會活動。 

2. 父親節活動。 
3. 中秋節活動。 
4. 家庭懇談會。 

5. 女賓夕活動。 
6. 寶眷學習課程的排定。 
7. 與兄弟社高爾夫聯誼活動。 

8. 路跑登山健行活動。 
9. 在例會介紹來賓、來訪社友，社友、夫人之生日及結婚紀念日之
慶祝。 

10. 掌握社友間之婚喪喜慶，並通知各社友安排慶賀、探訪等事
宜。 

11. 平日多與社友聯繫，尤其是新進社友及未打高爾夫之社友。 

12. 在例會中、生活中灌輸扶輪知識、精神。 
13. 收集扶輪知識資料及刊物以提供閱讀。 
14. 邀請扶輪知識推廣中心人員作扶輪知識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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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GHTER 社員主委報告 

1. 鼓勵每位社友至少推薦一位新社友入社。 

2. 透過家庭懇談會的方式，凝聚共識，提高社友對社的向心力，
可減少社友之流失。 

3. 安排新社友參與例會活動的策劃，增加新社友之參與感。 

4. 定期安排新社友扶輪訓練，以提高新社友的扶輪知識。 
5. 目前已有四位新血輪入社，尚有幾位見習社友見習中，希望這

大家庭能更加龐大。 

6. 社長為鼓勵新社友加入，新社友之入社費 1萬元將由社長支付，
徵員達人年度結束將由共同基金頒 1萬元鼓勵。 
 

LIGHT 公共形象主委報告 

1. 大 里 社 社 區 服 務 活 動 公 佈 在 社 群 網 路 ：

http://www.taliclub.com.tw 
2. 列出媒體所報導扶輪社活動及媒體的類型（電視、廣播電台、印

刷、網際網路等） 

3. 電視及報紙常有扶輪社捐血及急難救助、淨山、捐贈華山.創世
基金會獨居老人年菜。 

4. 贊助衡山基金會認助身心障礙弱勢家屋修繕服務公益演唱會海

報~中興大學惠蓀堂 
5. 配合本社或社會各階層＜學校、公司、社團＞公益活動，並廣為

宣揚扶輪精神。 

6. 多與媒體互動報導扶輪活動，至少二次，期對社會價值觀產生正
面效應。 

7. 鼓勵社友多參與友社活動，建立扶輪情誼。 

8. 與各級院校課外活動組多接觸聯繫，宣導扶輪，塑造良好扶輪形
象 

9. 年度扶輪社各項工作計畫務必上RI網站RCC做編輯及結案報告。 

10. 本社期能達成社友 100% RI 網站註冊登錄。 
11. 地區年度十二大活動計畫，本社積極配合 1 月 12 日扶輪日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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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擴大宣揚扶輪形象效果。 
 

CPA 服務計畫主委報告 

※為我們當地社區及其他國家： 
1. 分區捐血活動 

2. 捐助華山基金會獨居老人年菜活動 
3. 配合衡山基金會認助身心障礙弱勢家屋修繕社區服務活動 
4. 贊助希望家園中秋晚會活動 

5. 希望家園溫馨聖誕禮物交換同樂會 
6. 持續舉辦扶輪之子認養活動 
7. 認捐天使心家族感恩音樂會 

8. 社友個人協辦 2019 攜手送愛到泰北教育希望工程(助理總監
PAINT $10000 元、副秘書長 CYLINDER $5000 元) 

9. 配合國際關懷與醫療服務(結合 VTT 活動) 

10. 配合登山活動暨淨山活動 
11. 參與扶輪愛跑超馬接力賽活動- C肝防治宣導暨根除小兒麻痺

症活動2020/2/28 

12. 配合生命橋樑助學計劃 
13. 配合反毒/C 型肝炎防治公眾宣導活動：推廣及贊助 C 型肝炎

篩檢 

14. 法治教育暨反毒運動：走入校園及社區宣導活動 
15. 將安排與基隆東南社一起職業參觀~台積電公司 

 

LASER 扶輪基金主委報告 

※本社的年度計畫基金捐獻目標為  中華扶輪教育獎學金全社統一
捐款 、認捐保羅哈里斯美金2000元 (由助理總監PAINT及社長HERO
各認捐美金 1000 元 )    

※認捐 12 位扶輪之子(請社友踴躍認養扶輪之子) 

※共同基金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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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UMI 新世代主委報告 

※舉辦青年領袖營RYLA：南投鯉魚潭(各社至少推派一名學生參加)  
RYEMT(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多地區年會)：2020/4/11~4/12 

※扶輪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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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期每人一萬二
千元、預計 12 位 

※將成立大里社僑泰扶少團，預定授證日期 108 年 10 月 30 日 

※長期交換計劃 LTEP 今年度將派遣社長千金呂誼蓁前往德國，也將
接待一位法國學生 Elisa Fleuriault 

※安排地區 RYE 主委蒞社分享 RYE 內容流程說明及接待管理 

 
 

KANE 家庭懇談主委報告 

大里扶輪社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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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增松 
何昱興 

陳錦章 李彥錫 黃銘松 賴輝梧 陳通敏 

第二組 張辛庚 曾杉源 
何森德 
朱田源 

呂武霖 
劉振銘 
林鴻達 

黃健光 

第三組 林進重 張信賢 張家欣 洪有益 江漢泗 宋喜來 

社    長：張志偉        秘    書：李龍翔 

副 社 長：黃英智        爐邊主委：廖至軍 

新 社 友：林明華    新 社 友：蔡永裕 

新 社 友：邱寶弘    新 社 友：朱一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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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 節目主委報告 

國際扶輪 3462 地區台中市第 1-4 分區 社長：張志偉
秘書：李龍翔
節目：張信賢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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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72 7/29 一 
上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交換學
生行前說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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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振銘 

1873 8/3 六 慶祝父親節暨家庭日
活動 

時間:上午9:0 0~14:00 
地點:中坑瀑布(南投縣埔里
鎮武界路51-3號) 

張家欣 

1874 8/12 一 
專題演講~中興大學
詹美鈴博士(家裡有
蟲，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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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喜來 

1875 8/19 一 
專題演講~地區RYE主
委(RYE 內容說明及接
待管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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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輝梧 

1876 8/26 一 助理總監 PA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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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漢泗 

1877 9/1 日 與后里兄弟社慶祝中
秋聯誼活動 

時間:上午9:30~14:00 
地點:霧峰湧旺農場 

林進重 

1878 9/9 一 地區總監MACLIN公式
訪問 

時間:下午16:00-21:00 
地點:菊園-永隆店(中市大里
區永隆路388號) 

張家欣 

1879 9/16 一 專題演講~陶藝藝術
欣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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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0 9/23 一 
上半年度第二次內輪
餐敘暨慶生、新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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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銘松 

1881 9/28 
-29 

六 
日 

與基隆東南兄弟社高
球聯誼暨秋遊 

球場及行程等兄弟社排定再
公佈之 

江漢泗 
黃銘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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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 運動保健主委報告 

2019 ZEPRO CITY RUN 城市路跑-彰化場 

活動日期：2019 年 7 月 28 號(日) 
活動地點：鹿港鎮運動場 

時間 活動項目 備註 
05:00 主持人開場、熱身、跑友行李寄放收件 健康組恕不提供寄物
06:00 路跑組(10 公里)鳴槍起跑 限時 2 小時 00 分
06:15 健康組(4.5 公里)鳴槍起跑 限時 1 小時 30 分

 

 

 

 

 

 

 

 

CYLINDER 扶輪知識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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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財務主委報告大里扶輪社第三十七屆應收社費明細表 
編號 會計科目 
  

社友姓名 
常年社費 
收入(7-12) 

@3500 

R.I會費 
全年 

地區基金 
全年 

台北
世界年會

中華扶輪
教育金 入社費 共同基金

婚喪喜慶
代收款 

歡喜 
收入 

總計
應收 已收 未收 

 

1 洪有益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洪有益 A-KI
2 劉振銘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劉振銘 PRINT
3 宋喜來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宋喜來 PRESS
4 何森德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30000 55,500 70,000 -14,500 何森德 PAINT
5 賴輝梧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賴輝梧 LIGHT
6 江漢泗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337 25,163 江漢泗 TRADE
7 林進重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31 25,269 林進重 LIGHTER
8 張家欣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張家欣 MANPOWER
9 陳增松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陳增松 MATSU

10 黃銘松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銘松 PACK
11 陳通敏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陳通敏 ALUMI
12 李彥錫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李彥錫 LASER
13 張辛庚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張⾟庚 SHOES
14 陳錦章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陳錦章 LAND
15 廖至軍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廖⾄軍 KANE
16 朱田源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80,678 -55,178 朱⽥源 TONY
17 黃健光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健光 CYLINDER
18 呂武霖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呂武霖 BANK
19 黃英智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英智 FOOD
20 張志偉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50000   75,500 86,362 -10,862 張志偉 HERO
21 曾杉源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1,223 24,277 曾杉源 CPA
22 何昱興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何昱興 HOUSE
23 李龍翔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0000   45,500 100,231 -54,731 李⿓翔 ARC
24 林鴻達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25,500 林鴻達 JORDAN
25 張信賢 21,000 2,100 800 1000 600     25,500 598 24,902 張信賢 SAM
26 林明華 17,500 2,100 800 1000 600 10000 20000 3070  55,070  55,070 林明華 LIN SIR
27 蔡永裕 17,500 2,100 800 1000 600 10000 20000 3070  55,070  55,070 蔡永裕 PIPE
28 邱寶弘 17,500 2,100 800 1000 600 10000 20000 3070  55,070  55,070 邱寶弘 LAWYER
29 朱一飛 17,500 2,100 800 1000 600 10000 20000 3070  55,070  55,070 朱⼀⾶ TECH

 總計 595,000 60,900 23,200 29,000 17,400 40,000 150,000 12,280 30,000 957,780 339,660 618,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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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17-18 同期的祝福!! 

          四位新血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