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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週 例 會 2019 年 12 月 30 日  第 1894 次 例 會   

大里扶輪社 2019-2020 年度第 37 屆社員常年大會 

一、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 108 年 12 月 30 日（星期一）19：00 

二、 開會地點：本社社館（國光樓 6F） 

三、 出席人數：應出席:  30 員。     實出席：      員。 

四、列席人員： 

五、會議開始：請張志偉社長鳴鐘開會  

    司儀紀錄：秘書 李龍翔 

六、 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七、 介紹來賓： 

八、 主席致詞： 

九、貴賓致詞： 

十、報告上次會議執行狀況「P10-11」 

十一、討論提案： 

1.提案:請提名本社 2021-22、2022-23 年度社長提名人人選。 

說明:依據 31 屆社員大會決議討論，連續往後產生 2屆社長提

名人。2020-21 年度社長當選人為黃英智社友，2021-22 社長提

名人為呂武霖社友、請再推舉 2022-23 年度社長提名人人選。 

決議: 

 

2.提案:通過大里扶輪社青少年交換(RYE)派遣規範討論案。 

說明:大里扶輪社青少年交換(RYE)派遣規範 

A、派遣扶輪社 

○1 .設RYE主委一名，負責Outbound學生甄選及接待學校協調， 

一任二年。 

○2 .設 RYE 顧問一名，負責 Inboud 學生接待家庭協調及學生在

校期間發生問題的處理，一任二年，顧問需保管 Inboud 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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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照。 

○3 .本社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由當屆理事及 RYE 主委與顧問

組成。但參加甄選之派遣學生家長不得擔任甄選委員會之委

員。 

○4 .申請參加 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申請資格須符合本地區

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之規定。 

○5 .本社每年推薦長期交換學生最多 2 位，因接待狀況良好則

依比率可增加一名」為原則。(但並非保障名額)。 

○6 .Inboud 學生來台應由第一棒接待家庭、社長、主委及顧問

前往接機，由最後一棒接待家庭送機。 

○7 .接待學校之選定由社長、秘書、RYE 主委負責協調溝通。 

 

B、本社社內報名甄選辦法 

○1 .申請參加 RYE 長、短期交換計劃之學生，甄選資料由主委

審核後送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經由社面試、甄選合格並經

理事會通過後推薦，由社長、社長當選人、主委、顧問等人簽

名後掛號向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報名。 

○2 .參加長期交換甄選的學生年齡需為 15-18 歲(派遣日期前

不得超過 18 歲)。 

○3 .短期交換計畫交換類別: 

a.暑期營隊(CAMP)大約 10-20 天，年齡限制:依各營隊規定之

15~25 歲男女學生或社會青年。 

b.家庭對家庭交換(Family –Family)大約 3-6 週，年齡限制: 

  15~19 歲(或 older)之男女學生，年齡性別配對依雙方同意

而定。 

○4 .Outbound 學生甄試前填寫接待家庭名單順序表資料，請派

遣學生家長自行排定，若有問題請顧問幫忙協調。 

○5 .Inbound 學生來台前，主委及顧問應先召開接待家庭協調

會議。確認 Inbound 學生來台居留日期與協調接待日期。 

○6 .派遣優先順序: 

a.以社友子女優先，其次為社友第三代，最後為非社友子女。 

b.同順序者，以年齡較大之學生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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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同順序且派遣學生年齡相同者，則以社友入社年資久者為優 

先。 

d.前開條件相同者以接待家庭有接待經驗相關為優先。 

  

 

C、社友擔任接待家庭規則   

○1 .派遣之家庭，應繳交地區規定費用外，還需繳交本社規定

RYE(基金)費用壹萬元及 RYE(學校)費用肆萬元及保證金拾萬

元，完成接待後無息退還保證金。 

○2 .派遣學生之家長，每派遣壹名學生，即有義務擔任接待家

庭並接待交換學生(Inbound)累計實際時間共壹年或肆季(3-4

次)。 派遣家庭學生遭遣返時，不影響所立承諾書內容之履行。 

○3 .尚未完成接待責任之社友，應有優先擔任接待家庭之義務。 

○4 .有意願派遣學生之社友，可提前先擔任接待家庭，並折抵

接待義務。 

○5 .派遣學生家庭擔任第一棒接待家庭，應為學生取中文名

字，帶學生至學校辦理註冊及學生證，並到移民署辦理居留

証，若遇到派遣學生家庭無接待經驗者，得由其他社友擔任第

一棒，並請派遣學生家長辦理學校及居留證相關事項。 

○6 .第一棒交接給第二棒前，應先告知預備接待之家庭。    

○7 .每換新接待家庭之第一天，應先告知學生 6D 的規定。  

   

 

D、Outbound 派遣學生(學校)費用用途  

○1 .地區甄試入選後，派遣家庭應繳相關費用 

編號 應繳相關費用 金額 備註 

1 派遣費 95,000 交給地區RYE
委員會 2 接待費 85,000

3 交換學生(學校)費
用 

40,000 交給 
社裡 

4 交換學生(基金)費
用 

10,000

5    合計 2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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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拾叁萬元，其中壹拾捌萬元交給地區 RYE 委員會，另回撥費

用約捌萬伍仟元給本社，扣除地區代辦事項費用等約剩台幣柒

萬多元，作為 Inbound 學生學校費用支出(如學雜費、註冊

費、中文費、制服、交通費、書本…等等)及每月零用金台幣

二仟伍佰元之開銷。另肆萬元為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及壹萬元作

為基金費用,並簽立對本社之承諾書。 

○2 .Outbound 學生確定派遣出國後應在該年度 12 月底前繳付

RYE交換學生(基金)台幣壹萬元及RYE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台

幣肆萬元。 

○3 .當地區回撥費用及 RYE 學生(學校)與(基金)費用不足時,

派遣家庭應補足，若有剩餘時捐為 RYE 基金。 

   

 

E、RYE 交換學生(基金)費用用途 

○1 .RYE 交換學生基金來源: 

a 派遣家庭認捐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b 社裡提撥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c 社友自由樂捐。 

○2 .頒發參加長、短期交換學生計畫之學生獎學金每位 2,000

元。(於 

交接典禮中頒發) 

○3 .Inbound 學生旅遊房間的費用。 

○4 .因接待 Inbound 學生所產生之費用。(如布條、RYLA 交通

費…等) 

○5 .特別費用支出應提理事會討論。 

 

 

F、Outbound 派遣學生與 Inbound 學生的義務 

○1 .Outbound 學生出國前應至社裡例會中作行前報告。 

○2 .Outbound 學生歸國後應至社裡例會作歸國報告分享心得。 

○3 .Inbound 學生應在例會以中文介紹自己的家庭與國家。 

○4 .Inbound 學生在離台前應在例會中演講交換學習之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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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諾   書  (附件三) 

  

 

本人子女_______________於________ ~_______年度由大里扶輪

社推薦參加青少年交換計劃(RYE)基於使用付費公平與回饋原則

承諾以下事項: 

1.遵守並執行由大里扶輪社理事會有關青少年交換計劃(RYE)  

之相關決議事項。 

2.同意接待交換學生(Inbound)累計實際時間共壹年或肆季/次

(派遣家庭學生遭遣返事件時不影響一切承諾執行)。 

3.交換學生(Inbound)若未於當年度經地區(RYE)委員會派達時不

影響本人之權利與義務及承諾。 

4.需負擔費用計有(1)RYE 交換學生基金 10,000 元 

              (2)RYE 交換學生學校費用 40,000 元 

              (3)當地區撥回費用及前 2 項不足時,派遣家庭須

補足，若有剩餘時捐為 RYE 基金。 

              (4)第(1)(2)項費用需該年度 12 月底前繳付。 

              (5)派遣家庭保證金壹拾萬元整。待結束應盡接待

義務後無息退還。 

5.派遣/接待若已確定，而派遣學生會家長放棄派遣時接待之 

責任義務亦須執行。 

  

 

承 諾 人  :________________ID___________________ 

承諾人配偶:________________ID___________________ 

推 薦 社 友:________________ 

(負連帶承諾責任)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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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 相關事項：(內規) 

1、 頒發派遣學生獎助金 2,000 元。 

2、 RYE 交換學生規則 

A、 派遣家庭應繳貳拾貳萬元，其中捌萬伍仟元繳交地區 

RYE 委員會，一半回撥給本社，扣除地區代辦事項費用等約剩台幣

柒萬多元,另外肆萬元為交換學生學校費用及壹萬元基金費用，並

簽立對本社之承諾書(多不退少補)，並簽立對本社之承諾書。  

B、 RYE 交換學生基金部份如下: 

1）、 派遣家庭認捐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2）、 社裡提撥壹萬元。(每推薦一位) 

3）、 社友自由樂捐。 

4）、 以上費用不夠時由派遣家庭負責。 

C、 依 2019-2020 年度第 37 屆社員大會決議辨理: 

自 2019-2020 年度應收派遣家庭保證金拾萬元，待結束應盡接待

義務後無息退還。 

3、 青少年交換 RYE 基金累計金額超過拾萬以上 

超過部份金額提撥 50%，做為社區服務費用,但當屆使用上限不得

逾叁萬元。 

決議: 

 

3.提案:本社增加理事名額討論案。 

說明:目前理事成員共 11 名。因現社友 30 名是否增加。 

決議: 

 

4.提案:本社第 38 屆理監事選舉，監票人、唱票人、計票人提請

案。 

說明:候選人如附件候選人選舉名冊。 
決議:  

 

5.提案:推舉本社第 38 屆 2020-2021 年度理監事人員通過案。 

說明：依據扶輪社細則第一章第一條之規定及 31 屆社員大會通

過理事名額共 11 位，選舉 38 屆理監事，選舉得票最多 3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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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理事，得票 4-8 名為候補理事，另由該屆社長推派 3名推派

理事及第一章第二條之規定秘書一人、財務一人及糾察一人為

職員理事；應聯合社長及依第二章之規定甫卸任之前社長組成

理事會。（一張選票最多勾選 5名） 

決議: 

 

6.提案:本社第 38 屆共同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提請通過案。 

說明:依慣例共同基金管理辦法，選舉委員 2名聯合當屆社長組

成委員會管理共同基金。（一張選票最多勾選 2名）。 

決議: 

 

 

十二、授權本社第 38 社長當選人籌備財務預算及工作計劃通過案。 

    決議: 

 

十三、臨時動議： 

 

 

十四、自由發言： 

 

 

十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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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 2018~2019 年度第 36 屆社員常年大會 
一、時間：107 年 12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9：00 

二、地點：社館（國光樓 6F） 
三、參加人員：洪有益、劉振銘、宋喜來、何森德、賴輝梧、江漢泗、           

張家欣、陳增松、黃銘松、陳通敏、李彥錫、陳錦章、廖至軍、黃健光、

呂武霖、黃英智、張志偉、曾杉源、何昱興、李龍翔、林鴻達、張信賢。 
四、請假：林進重、劉  成、張辛庚、朱田源。 

五、討論提案： 

1.提案:請提名本社 2020-21、2021-22 年度社長提名人人選。 

說明:依據 31 屆社員大會決議討論，連續往後產生 2屆社長提

名人。2019-20 年度社長當選人為張志偉社友，2020-21 社長提

名人為黃英智社友、請推舉 2021-22 年度社長提名人人選。 

決議: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 2021-22 年度社長提名人人選再私

下徵詢人選。 

 

2.提案:本社社館-例會場所整理討論案。 

說明:估價及配置圖請詳閱 

決議: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社館改造案，費用將由共同基金支

付，但前提是要社館屋主同意才可行並注意租期。 

 

3.提案:成立「僑泰中學扶少團」討論案。 

說明:經費來源、人員產生等等 

決議: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成立扶少團，後續接洽事宜再追蹤。 

 

4.提案:本社第 37 屆理監事選舉，監票人、唱票人、計票人提請

案。 

說明:候選人如附件候選人選舉名冊。 
決議:經社員大會決議提名~監票人：黃健光，唱票人：張家欣，
計票人：呂武霖擔任。   

 

5.提案:推舉本社第 37 屆 2019-2020 年度理監事人員通過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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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依據扶輪社細則第一章第一條之規定及 31 屆社員大會通

過理事名額共 11 位，選舉 37 屆理監事，選舉得票最多 3名當

選理事，得票 4-8 名為候補理事，另由該屆社長推派 3名推派

理事及第一章第二條之規定秘書一人、財務一人及糾察一人為

職員理事；應聯合社長及依第二章之規定甫卸任之前社長組成

理事會。（一張選票最多勾選 5名） 

決議: 經投票選出理事名單 

當然理事：曾杉源、張志偉。 

推派理事：何森德、黃健光、李龍翔。 

選舉三名理事： 

黃英智（17 票）、張家欣（16 票）、黃銘松（8票） 

候補理事： 

廖至軍（8票）、江漢泗（7票）、劉振銘（7票）、張信賢(6 票)、

林鴻達(6 票)、宋喜來(6 票) 

 

6.提案:本社第 37 屆共同基金管理委員會委員提請通過案。 

說明:依慣例共同基金管理辦法，選舉委員 2名聯合當屆社長組

成委員會管理共同基金。（一張選票最多勾選 2名）。 

決議:經投票選出正式委員宋喜來（得票數 9票）、江漢泗（得

票數 5票）二名、候補委員賴輝梧（得票數 5票）一名。 

 

六、授權本社第 37 社長當選人籌備財務預算及工作計劃通過案。 

    決議:經社員大會決議通過。 

 

七、臨時動議：無 

 

八、自由發言：無 

 

九、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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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O 社長時間   

各位與會社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今天是大里社常年會員大會，將產生2020-21新的理事
及共同基金委員。下屆的社長將由FOOD來擔任，20-21的秘
書將由FOOD選派，待會兒我們請監票人再詳述投票內容。謝
謝!!  

近期我們變更例會的活動很多，請社友伉儷踴躍出席，我在
此稍加説明。 

＊1月8日(星期三)晚上FOOD社長當選人將召開下屆理事籌
備會暨宴請全體社友及夫人，地點在雅園新潮 

＊1月13日第1896次例會 將變更到1/9(四)十社聯合例會由
PDG Concept作專題演講：「扶輪能圓滿生活並改善世界」 
18:00-18:50用餐聯誼 
19:00-21:00演講 
請社友伉儷踴躍報名。 

＊1月20日第1897次例會 變更到1/12(日)地區八卦山生態
保護暨扶輪之子變裝秀扶輪日活動 

＊1月27日第1898次例會適逢大年初三休會一次，祝大家新
春快樂! 

    在此預祝今晚社員大會圓滿成功，
恭喜新當選的理事們能承擔下年度社務
行政運作重責，譲大里社能邁向更成功
輝煌的新紀元。 

    感謝社友們今晚的出席，來行使並
善盡社員的基本權力與義務！謝謝大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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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 秘書報告 

★社員手冊第44頁~『五、社友間應酬公約』，在29屆社員大
會中決議 
喪：社友之直系親屬死亡時，每人奠儀 NT$1100 元。（維持不變）

社送花圈一對及罐頭籃以示哀悼。 
    公祭告別式全體社友參加並宣讀祭文。 
婚：社友直系子或孫結婚時，社友每人賀儀 NT$2000 元(修訂原

1600 元)全體社友及夫人參加喜宴。 
    喜：(1)社友本人 60 大壽、70 大壽、80 大壽、90 大壽、100 大壽，

無喜宴時由婚喪喜慶代金贈送紀念品（約等同 3000 元或理事
會決議）；有喜宴時，每位社友 NT：2000 元(修訂原 1600 元) 

   (2)社友本人當選好人好事，模範人員並受縣級以上表揚者及當
選社團負責人時（意指工會、商會非關社團…青商會.同濟會.
獅子會等），無喜宴時由婚喪喜慶代金贈送紀念品（或賀匾，
等同每位社友 250 元金額）有喜宴時，每位社友 NT：2000
元(修訂原 1600 元) 

    (3)社友新居落成，工廠落成，公司開幕等同(2)。（須擔任負責
人為條件） 

 
★社員手冊第23頁~『第五章第二條常年社費』，在30屆社員大會中
決議 
常年社費每月金額，依年度開始時之社員人數20人以下每月3700元
(修訂原3200元)，21人~30人每月3500元(修訂原3000元)，31人以上
每月3300元(修訂原2800元)，並以半年繳方式於每年7月1日及1月1
日分二期繳納。每期並另收扶輪雜誌月刊訂閱費用，金額依扶輪出
版委員會之規定。前項常年社費由當年度理事會議訂定之。 

  
★社員手冊第43頁~『三、兄弟社間往來應酬費用』，在33屆社員大
會中決議增列 

    第○3 為因應兄弟社往來之情誼，增列本社所屬之兄弟社奠儀禮
金 

         由本社統籌支付。 
1. 對象為兄弟社社友之配偶或直系血親 
2. 由該年度之委員會預算項下款目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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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一事件為該聯誼委員會支付 NT$11,000 元 
        經 33 屆社員大會決議通過由 105 年度元月起適用。 
 

大里社年會報名 excel 表單   

社友 / 寶眷姓名 扶輪名 社友 / 寶眷姓名 扶輪名 

洪有益 A-ki 紀麗霞 Cylinder 夫人 

劉振銘 Print 呂武霖 Bank 

宋喜來 Press 林月裡 Bank 夫人 

何森德 Paint 黃英智 Food 

陳秀蓮 Paint 夫人 趙鳳珠 Food 夫人 

賴輝梧 Light 張志偉 Hero 

曾麗華 Light 夫人 呂家伃 Hero 夫人 

江漢泗 Trade 曾杉源 CPA 

林進重 Lighter 何昱興 House 

林邱玉枝 Lighter 夫人 李龍翔 Arc 

張家欣 Manpower 張慧君 Arc 夫人 

陳靜賞 Manpower 夫人 林鴻達 Jordan 

陳增松 Matsu 張信賢 Sam 

黃銘松 Pack 何秋英 Sam 夫人 

沈英蜂 Pack 夫人 林明華 Lin Sir 

陳通敏 Alumi 江淑芬 Lin Sir 夫人 

李彥錫 Laser 蔡永裕 Pipe 

張辛庚 Shoes 陳采沛 Pipe 夫人 

陳錦章 Land 邱寶弘 Lawyer 

洪紅碧 Land 夫人 朱一飛 Tech 

廖至軍 Kane 陳依凡 Tech 夫人 

朱田源 Tony 吳明樹 Tree 

黃健光 Cylinder 林貴雀 Tree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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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社務行政主委報告 

※大里扶輪社 2019-2020 年下半年度爐邊分組表 

 
一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第一組 朱一飛
呂武霖 
林明華 

吳明樹 張信賢 朱田源 陳增松

第二組 劉振銘 何昱興 陳錦章 何森德 曾杉源 林鴻達

第三組 陳通敏 賴輝梧 宋喜來 張家欣 黃健光 林進重

第四組 
黃銘松
蔡永裕

洪有益 張辛庚 李彥錫 江漢泗 邱寶弘

社  長：張志偉        秘    書：李龍翔  

副社長：黃英智        爐邊主委：廖至軍 

 

HERO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大里社呂誼蓁十一月份報告 

日常煮菜篇 

在德國🇩🇪基本上主食就是麵包�除了午餐吃熱食以外，都是吃麵包... 所以我才會

自己煮這麼多😂 晚餐前一個小時，我都會搶先一步說，今天要吃什麼？我可以

煮給你們吃� 真

的很開心能吃到

熱食，感動落淚

😅😂 

而且轟爸超會用

筷子�還自己拿

碗�真的笑死，我

原本很擔心我自己用不好還要教別人用筷子�，結果根本不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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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節倒數篇🎄 

對沒看錯，這是十一月月報告😂，真的 2019.11.01 就開始準備聖誕節🎄了！

��� 突然覺得台灣沒有聖誕節好可惜😂  

雖然沒有跟到去森林砍聖誕樹，但帶回來自己做真的超酷的啦！ 

做聖誕蠟燭� 十二月開始的每個禮拜天點一盞，等到全滿了，就是聖誕節了

🎄！是不是超
酷的！� 

轟媽在包禮物

🎁準備聖誕節
倒數！一天開
一個，請敬請
期待十二月月
報告👀😍 

（訂閱+分享 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家貓發胖
日卡住... 

 
 

瑞士🇨�篇 

2019.11.16 
對！就是要挑戰一個月去一個國家😂 

笑死，其實也是早上七點要出門時，被通知要帶護照...👀 嚇死！根本不知道要

去哪裡，以為他們受不了我太吵要送回台灣了勒！😂  

但是我很不爽，整個很累，還月經來，還早上七點出門，還不知道要去哪裡！還

要帶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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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還不小心給他睡著，起床

我在船上🚢！對！我整個嚇死！

那時候才知道要去瑞士🇨�😅😂真

的又氣又開心，但整個很荒謬👀
直到看到瑞士🇨�國旗才相信自己

的眼睛👀👀 

然後來到萊茵瀑布看風景，雖然

回家查才知道是萊茵瀑布�  

一整天，很累，很氣，又很開心

�😍 

交換學生篇 2019.11.28~30 

2019.11.28～11.30 我們到了一個叫 Ulm 的城市，有

全世界最高的教堂⛪ ，然後晚上還去逛聖誕🎄市

集，超級像台灣的夜市的啦！雖然很多東西都很貴，

但還是要來體驗一下！Glühwein 熱酒！在零下兩度

的天氣，喝下一杯溫熱的酒，多麼爽快啊！😍 

這次活動有和 outbound 一起活

動 ，所以就用德文來介紹一下台灣

👀😂好難�整個給他唸稿😅 

雖然很期待和交換學生見面，但可以

不要每次都喝醉嗎😅 真的超愛喝，

德國🇩🇪文化剛好又是喝酒！所以

rotex 都帶頭喝酒👀  
 

三個月以來的心得： 

這個月是我的第三個月了，德文也有進步了，但每天吃麵包�的文化 我到現

在都還是無法接受... 所以不愛吃麵包的人！不要來德國😂。 

當交換學生，真的會讓人學習到很多，不只是文化上，教育上，甚至是人與

人之間相處上，其實都有很大的不同，但也是學習的關鍵，但我覺得當交換

學生最重要的，不是自我學習什麼的，重要的是讓更多人認識台灣🇹�，所以

你的所作所為都會影響別人對台灣🇹�的看法。 



18 
 

如果你願意為這些改變自己，那你就適合來當交換學生，更重要的是，請勇

敢說出你任何的不滿，任何的想法，不然這一年只會累積更多委屈，不會快

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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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20 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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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5 1/8 三 下屆第一次理事籌備
會暨一月份理事會 

時間:下午17:31-18:40開會 
地點:雅園新潮~旗艦店甜蜜
廳(台中市大墩南路238號) 

李龍翔 

1896 1/9 四 

十社聯合專題演講~
張光瑤前總監:扶輪
能圓滿生活並改善世
界

時間:下午18:00-18:50用餐 
            19:00例會開始 
地點:菊園德芳旗艦店2樓 

黃健光 

1897 1/12 日 3462 地區八卦山生態
保護扶輪日活動 

地點另行通知 黃健光 

1898 1/27 一 農曆大年初三休會一
次 

  

1899 1/31 五 PACK請春酒暨大爐邊 地點另行通知 李龍翔 

1900 2/2 日 新春團拜暨家庭扶輪
日活動 

時間:上午11:00-14:00 
地點:巧克力雲莊(苗栗縣大
湖鄉富興村水尾坪49-2號) 

李龍翔 

1901 2/17 一 
下半年度第一次內輪
餐敘、慶生會暨TREE
小扶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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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武霖 

1902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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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3 2/28 五 228 扶輪盃馬拉松接
力 

時間:上午7:00-11:30 
地點:彰化縣田中鎮高鐵站後
2號廣場 

呂武霖 

※1月分爐邊:第一組朱一飛、第二組劉振銘、第三組陳通敏、第四組黃銘松.蔡永裕 
※2月分爐邊:第一組呂武霖.林明華、第二組何昱興、第三組賴輝梧、第四組洪有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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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T 財務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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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扶輪社第三十七屆應收社費明細表 2019.12.30 

 
 

P.S社費繳費明細如上．請社友們準時繳交.以便社務運作順利請匯款至土地銀行大里分行 戶名:臺中市大里扶輪社 帳號:150001001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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