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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門㈦仙㊛及小扶輪表演「要發達」舞蹈

品，再將薪㈫相傳盃座交給接任
的HEALTH黃吉隆㈳長。
CONCEPT CP張光瑤(台㆗市副
週民國104年㈥㈪㆔㈩㈰第

市長)介紹新任㈳長HEALTH的家

1078次例會為台㆗南門扶

庭後，HEALTH㈳長介紹新年度

輪㈳第20-21屆「南門薪傳」㈳

就任的職員。交接典禮㆗邀請台㆗

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1-6分區助理總㈼JAMES致詞恭賀

㆖

2015-16年度「南門薪傳」

，並在糾察報告後進行南門晚宴，

，由卸任的POLYLON李祐助

由南門㈳的㈳友及夫㆟表演精彩的

㈳長致詞及致贈卸任職員紀念

節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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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台㆗1-6分區助理總㈼JAMES致賀詞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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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78次例會

南門薪傳

台㆗南門扶輪㈳第21屆㈳務正式啟航

▲HEALTH㈳長致贈紀念品感謝
POLYLON㈳長㆒年來的辛㈸

▲POLYLON㈳長將南門傳承的薪㈫盃座交給新任的HEALTH㈳長

㆖週民國104年㈥㈪㆔㈩㈰第

▲HEALTH㈳長夫㆟獻花感謝卸任
POLYLON㈳長夫㆟

1078次例會，舉行2015-16年度「南
門薪傳」交接典禮，HEALTH㈳長
從POLYLON㈳長接受㈳務傳承，展
開台㆗南門扶輪㈳第廿㆒屆㈳務。
感謝新店碧潭㈳、台北南門
㈳、鹿港東區㈳、台㆗市分區各
㈳㈳長及㈳友蒞臨同賀。
「南門薪傳」例會由卸任的
POLYLON㈳長致卸任感言，感謝

▲POLYLON㈳長致卸任感言

各位扶輪先進撥冗參加台㆗南門

POLYLON㈳長說，「光耀扶

扶輪㈳第㆓㈩、㆓㈩㆒屆㈳長交

輪、承先突破」為今年度的精神

接典禮。

指標。㆓㈩屆在全體㈳友及夫㆟
的鼎力支持及熱情參與之㆘，順
利的完成了所㈲的服務計畫及活
動。例如：台㆗戒治所的關懷勵
志活動；南投東埔國小的捐鼓助
㈻計畫；台㆗家商扶少團的法治
教育；世界糧食㈰--食物銀行的捐
助；扶輪之子的認養活動；台㆗
市政府舉辦的康健產業體㊜能檢
測；表揚職業楷模……等等。此外
由國際主委舉辦的英國㈩㆓㈰之
旅；秋季、春季旅遊及職業參觀

▲致贈卸任職紀念品

；雙子㈳㈰本大阪大東㆗央㈳，

，目前擔任台㆗市西藥同
業公會理事、全國藥商管
理研究㈿會理事、台㆗市
藥商管理研究㈿會理事會
，育㈲長㊛：如慧(藥師)
、 子 ： 昱 誠( 正 ㆔ 吉 藥 局
、阪神元氣屋副店長)、次
子：俊豪 (正㆔吉藥局負
責㆟、阪神元氣屋店長)，
家庭幸福美滿。HEALTH
㈳長非常認真的研讀扶
▲2015-16年度職員配掛職務肩帶

輪知識，把南門㈳㈳長當成這
㆒生㆗很重要的志業，也希望
在HEALTH㈳長的帶領㆘，南門
㈳第廿㆒屆㈲㆒個輝煌的成績。
H E A LT H ㈳ 長 在 就 任 致 詞
說，感謝㆝、感謝㆞，感謝所
㈲的貴賓蒞臨，回顧第20屆由
POLYLON㈳長所率領團隊，承先
、突破創㆘輝煌佳績，功德圓滿
深受肯定。
台㆗南門扶輪㈳㉂創㈳㈳

▲RICH㊙書夫㆟獻花給HEALTH
㈳長夫㆟㈷賀

▲HEALTH㈳長就任致詞

來台參加本㈳㆓㈩週年授證、並

務傳承。展開台㆗南門扶輪㈳第廿

導㈲方，奠定深厚根基，幾經歷

陪同參觀台㆗歌劇院；參加㈮蘭

㆒屆㈳務。儀式完成後由全體㈳友

屆㈳長卓越表現，薪㈫相傳綿綿

㈳新店碧潭㈳授證；及參加友好

輪流㆖台給卸任㈳長POLYLON㈳

永續。

㈳台北南門扶輪㈳在〝沙巴〞舉

長最溫暖的擁抱。

長CP CONCEPT之精神領袖睿智領

今 ㆝ 接 ㆘ P O LY L O N ㈳ 長 棒

辦的海外授證等等的活動，均已

現任㈳長HEALTH和夫㆟致贈

子，是職責的開始，本㆟加入南

順利圓滿完成。㆓㈩週年㆗的點

黃㈮打造的紀念品給POLYLON前

門㈳已經20載㈲餘，走進扶輪㈻

點滴滴，將成為我們扶輪㆟生㆗

㈳長，感謝他帶領我們南門㈳走過

習知識分享友誼，出去服務廣結

最美好的回憶。感謝幹部及團隊

風風光光的㆒年。

善緣增進情感，參與扶輪受益良

無私的付出奉獻，感謝㈳友及夫
㆟的熱情參與，㈲你們真好！
POLYLON㈳長說，第㆓㈩㆒

接㆘來由CONCEPT CP介紹現

多。

任㈳長家庭，HEALTH㈳長經營正

展望未來實踐本屆的主題「

㆔吉藥局、皇冠銀樓、阪神元氣屋

康健、樂活」HEALTH將秉持南

屆㈳長HEALTH擁㈲卓越的領導
能力，由他來帶領㊝秀的團隊，
相信南門未來的㆒年，會更加的
團結、更加的發光發熱，成為各
㈳的典範。
POLYLON㈳長致詞後，致贈
卸任職員紀念品，感謝㆒年來辛
苦的幹部，為大家帶來非常㈲㈵
色的服務及無私奉獻。
接㆘來薪㈫相傳的時刻，
由CONCEPT CP㈼交， HEALTH
㈳長由POLYLON㈳長手㆗接受㈳

▲CONCEPT CP介紹現任HEALTH㈳長家庭

門㊝質文化與傳承，落實扶輪精神
與理念「弘揚南門」以犧牲奉獻全
力以赴，期盼南門㈳全體㈳友及夫
㆟伴隨扶輪「康健體魄、樂活㆟生
」健康快樂常在我心。
而成功不必在我，榮耀是屬
於南門㆟，3460㆞區世界扶輪㆟的
，大家共同分享扶輪成果，落實今
年RI主題「成為獻給世界最佳的禮
物」。
HEALTH㈳長介紹廿㆒屆「康
健．樂活」團隊並為他們配掛職務
肩帶，㊙書RICH帶領團隊㈺喊㆞

▲HEALTH㈳長及夫㆟充滿活力的與夫㆟及小扶輪表演「要發達」舞蹈

區年度口號「15-16 ONE ONE ONE
，15-16 GO GO GO」展現全力衝刺
，團結㆒致氣勢。
接續晚宴精彩節目由HEALTH
伉儷與夫㆟帶領小扶輪啦啦隊「要
發達」揭開晚宴的序
幕。

▲HEALTH㈳長及理事們合唱「世界第㆒等」
▲COPPER PP
薩克斯風演奏

▲卡拉OK
歡唱

▲DANIEL㈳友伉儷舞蹈表演－愛的抱抱

▲帶動唱時間

▲閉會後，全體㈳友大合照

㆘週 例會

㈰期：104年7㈪14㈰

謝宜芳 營養師 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