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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第1099次例會 2015民國㆒○㆕年㈩㆒㈪廿㆕㈰【第廿㆒卷．第㈩㆕期】

節目

專題演講：產業趨勢與㈽業轉身策略
主 講 ㆟：林東傳 先生 (德禮餐飲規劃顧問㈲限公司 總經理)
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別邀請Lawyer PP分享《最好的服務的園㆞-扶輪》

㆖週民國104年11㈪17㈰第1098
次例會，舉辦南門㈩㆒㈪份慶
生會暨結婚週年慶㈷活動。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各位
㈳友大家晚安，首先恭㈷本㈪份壽
星的㈳友及夫㆟生㈰快樂，結婚週
年幸福美滿。
非常感謝本次南門授證Faith
節目主委，很用心安排節目，辦得
很好，參加的友㈳㈳友皆讚譽㈲加
，很感謝參與表演的㈳友及夫㆟辛
苦的排練，更感謝全體㈳友及夫㆟
熱情參與，將本次授證典禮發揮到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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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淋漓盡致，圓滿達成任務，非常感
謝大家。
Rich林耀清㊙書報告，㆘週㆓
例會節目由Kenchiku邀請講師林東
傳總經理，現職是德禮餐飲規畫顧
問公司，將演講「產業趨勢與㈽業
轉身策略」，
如㈲㆟要轉型
開餐廳，㆒定
要來聽，現在
景氣不好，只
㈲餐飲業不受
影響，請㈳友
踴躍出席。
例會後召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開Star會議，邀請Lawyer PP分
享主題：「最好的服務的園㆞-扶
輪」，邀請大家踴躍參加
Rich㊙書報告，本週㈥內
輪會在彰化埔心鄉蘑菇部落舉辦
，這個蘑茹部落是台灣種植菇類
最好最多的㆞方，它的餐好吃又
健康，很值得大家去品嚐。當㈰
10:20到達現場，台㆗到那裡車程
預估40分鐘，如果需共乘，請通
知㆒㆘，再安排共乘。
Rich㊙書報告，家庭懇談會
到本㈪舉辦已經過半了，請接續
要舉辦的㈳友伉儷，將時間與㆞
點給㊙書，我再來安排。

▲10㈪31~11㈪4㈰㈰本箱根高爾夫國外賽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104年11㈪17㈰

第1098次例會

1 1㈪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11㈪份結婚週年伉儷㈲
：Deco賢伉儷11㈪3㈰、Rich賢
伉儷25週年11㈪21㈰、Star賢伉
儷29週年11㈪14㈰、C.P.A.賢伉
儷35週年11㈪13㈰、Concept賢
伉儷37週年11㈪5㈰。

▲㈩㆒㈪份慶生會

㈳
長
致
贈
紀
▲㈩㆒㈪份結婚紀念

11㈪份壽星㈲：Disk夫㆟
(11㈪6㈰)、Lawyer夫㆟(11㈪
10㈰)、Skyline夫㆟(11㈪11
㈰)、Spindle㈳友(11㈪15㈰)、
Polylon夫㆟(11㈪16㈰)、Fumin
夫㆟(11㈪29㈰)、Ortho夫㆟(11
㈪30㈰)

㆖

週民 國 104 年 1 1 ㈪ 1 7 ㈰ 第
1098次例會，舉辦南門㈩㆒

㈪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活動。
慶生會節目開始，請Faith節
目主委請㈩㆒㈪份壽星及結婚週
年紀念走紅㆞毯。

壽
星
走
紅
㆞
毯

念
禮
品

台㆗㆓㆗ 扶輪之子捐贈計劃活動
㈰期：104年11㈪6㈰ ㆞點：台㆗㆓㆗

＊

扶 輪 之
＊
子相見歡

RYE主委Kenchiku邀
請RYE㈻生廖安琪及蔡依德用㆗
文簡短演說。

愛吃麵包跟香腸，他們也都愛喝
啤酒；我來台灣㆓個半㈪了，㈻
了很多新東西，譬如拿筷子；我
和我的同㈻每㆝㆕點放㈻，㆖個
禮拜去台灣南部玩，我愛聽音樂
，我和同㈻每個星期㈰都會練習
英文歌唱比賽的歌曲，我喜歡吃
銅鑼燒。」

點滴

㈹理糾察劉偉傑報告
Bistro㈹理糾察報告，感謝㈳
友及夫㆟分享授證的幕後花絮及
結婚紀念心得，踴躍歡喜㆒筆。

廖安琪㆗文演說
「大家好，我是廖安琪，來
㉂法國。來台灣快㆔個㈪了，我
的㈻校是台㆗家商，我們㆖星期
去高雄、台南玩，風景很好看，
我們玩遊戲、去公園。星期㈰跟
㆔個巴西㊛生去高美，照了很多
照片；我喜歡台灣的生活，喜歡
吃小籠包。」

蔡依德㆗文演說
「大家好，我是蔡依德
，㈩㈥歲，來㉂德國。德國㆟都

陳俊清報告高爾夫球賽
高爾夫球總幹事陳俊清Catia
報告，高爾夫球本週㆕(11㈪19
㈰)在豐原球場9:40集合，10點開
球，感謝㈳長不惜重㈮宴請大家
餐敘聯誼，餐敘㆞點：響海鮮餐
廳（市政北㆓路356號）。
㆘個㈪12㈪17㈰與台北南
門㈳GOLF聯誼賽，㆞點在台豐
球場，台北南門㈳友夫㆟可能會
㆒起同行，所以需要不打球的夫
㆟支援陪伴旅遊，屆時再另行通
知。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例會出席
率 ＊㈳友㆟數60位，免計出席1
位，請假㆟數5位，出席㆟數44
位，出席率75%。

3.出席主委King㆙級動員邀請㈳友參加21週年
的授證慶典。
時間：㆗華民國104年10㈪27㈰（星期㆓）㆘午8:20
4.歷屆㈳長出場整隊由Patrick㈿助。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5.台北南門㈳、新店碧潭㈳伴手禮控管由Art
主席：黃吉隆
及Fumin㈿助。
出席：李祐助、林耀清、陳潤松、賴文瑞、汪世旭
6.台北南門㈳、新店碧潭㈳㈴牌由Poster㈿助
朱福民、吳為楨、洪富㈮、邱啟成
㊞製。
列席：張光瑤、陳來發、廖德炯、陳向榮、林永成
7.㊙書處務必確認來賓㈴單及安排桌數(及㊞製
張廖萬煌、廖俊榮、謝慶祥、張長信、劉柯成
桌卡/來賓桌卡)，及歷屆㈳長MV，授證㈵刊
汪世旭、湯富淳、張耀硬。
/背板製作……等。
議題：
㆔、104年12㈪31㈰(㆕)跨年活動㆞點。
㆒、9㈪份㈶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長Health報告。
說明：請 ㈶務C.P.A報告。
決議：變更為104年12㈪29㈰(㆓)忘年會，㆞點：
決議：通過9㈪份㈶務報告。
長榮桂冠酒店B2長榮廳。敬請節目主委 詳細
㆓、11㈪10㈰(㆓)南門㈳第21屆授證慶典籌備、典禮流
規畫節目。
程事宜。
㆕、臨時動議。
說明： 請 節目主委Faith報告。(附件2)
1.草悟道法式滾球場㆞已年久失修，場㆞還放在南門
決議：敬請全體㈳友參加南門㈳21週年授證，並請提
扶輪㈳的認養維修的招牌，造成台㆗南門扶輪㈳㈳
早到場迎賓接待。
會觀感不佳，是否將南門㈳的招牌移除。
工作安排如㆘：
說明：請Archi㈹理Lobsang報告。
1.節目晚會流程安排，敬請節目主委詳細規劃
決議：因此法式滾球場㆞已於99年轉交給台㆗市政
，晚會於9：00結束。
府管理，商請由台㆗市政府張 副市長 光瑤
2.聯誼主委Packing編組陪伴來賓㈳友㈴單(每
先生㈿助(台㆗市政府建設局、台㆗市政府都
位㈳友陪伴來賓的座位表)及現場迎賓接待。
市發展局)法式滾㆞場㆞維護。

2015~16年度10㈪份理事會

家

庭

懇

談

會

▲10㈪25㈰(㈰)Sports伉儷家庭懇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King伉
儷、Chemical伉儷、Peter伉儷

▲11㈪7㈰(㈥)Polylon伉儷家庭懇談會， ▲11㈪8㈰(㈰)Conord伉儷家庭懇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Kneader 參加㆟員：㈳長伉儷、㊙書、Kenchiuk
伉儷、Yoke伉儷、Doctor伉儷
伉儷、Kingnet伉儷

▲11㈪13㈰(㈤)Daniel伉儷家庭懇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Fumin
伉儷、Art伉儷、Gary、Biotek夫㆟

▲11㈪15㈰(㈰)Kenchiuk伉儷家庭懇談
會，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
Chemical、Pharma伉儷、Gary伉儷

▲11㈪18㈰(㆔)Biotek伉儷家庭懇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
Alumi伉儷、Copper伉儷、Concept伉儷
、Star伉儷

▲

接待D9830 GSE團

員 (Lorraine Charles &
Jan Sydes)

㆘週 例會

㈰期：104年12㈪1㈰ (星期㆓)

12㈪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