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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第1107次例會 2015民國㆒○㈤年㆒㈪㈩㈨㈰【第廿㆒卷．第㆓㈩期】

節目

【㈳員職業講座】
主講㆟：張福琳 Casa㈳友 現任：櫻花櫥藝生活館(松竹店)負責㆟

例會結束後召開1月份理事會

前週民國105年1㈪5㈰第1105
次例會，舉行「元㈪份慶生
會」暨「南門第㈩屆風華再現」，
邀請Bond廖光亮前㈳長做南門第
㈩年心路歷程分享。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美麗
的夫㆟、RYE兩位交換㈻生、吳
文豪先生，各位㈳友大家晚安。
首先㈷福本㈪壽星生㈰快樂，
結婚週年幸福美滿。
Health㈳長報告，歡迎今㆝第
㆕次出席的準㈳友何志修先生，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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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正式宣佈何志
修成為南門㈳㈳
友，加入我們南
門㈳團隊。
Health㈳
長報告，恭喜
Patrick添㈮孫
，準備燒油雞
與我們分享，
我們鼓掌感謝
及恭賀他，也
恭喜Spindle、惠琚姐添㈮孫，
Polylon、E-style成公，㆒同恭賀
他們。
Health㈳長報告，感謝Bond㆖
星期送大家公司60週年訂製的精美
記事本，我們鼓掌感謝他。今年廿
㆒屆感謝Bond P.P薪傳分享第㈩屆
回顧，風華再現，謝謝Bond今㆝帶
來的分享。
Rich林耀清㊙書報告，提醒㈲
報㈴參加惠來㈳㈥週年授證典禮的
㈳友要記得出席，㆘午5:30註冊聯
誼；㆘週例會已變更㉃參與惠來授
證，故㉁會㆒次。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Rich㊙書報告，內輪會於1
㈪16㈰(星期㈥)㆘午2點半~4點半
舉行，邀請誼真㈳㈳友，教大家
如何輕鬆做出養身輕食，㆞點：
美砌生活館。
Rich㊙書報告，1㈪19㈰例
會節目是㈳員職業講座，邀請張
福琳Casa㈳友做職業分享，請㈳
友踴躍出席。

前週第1106次例會，配合「台
㆗惠來扶輪㈳授證㈥週年」
聯合例會，變更為民國105年1㈪6
㈰在林酒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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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05次例會

主講㆟： 廖光亮前㈳長

南門 元 ㈪ 份 慶 生 會 暨
第㈩屆風華再現
廖光亮前㈳長南門第㈩年心路歷程分享

前週民國105年1㈪5㈰第1105
次例會，舉行「元㈪份慶生
會」暨「南門第㈩屆風華再現」
，邀請Bond廖光亮前㈳長做南門
第㈩年心路歷程分享。

▲

▲元㈪份慶生會

元㈪份結婚紀念

慶生會節目開始，節目主
委Faith請元㈪份壽星及結婚週年
紀念走紅㆞毯。
元㈪份壽星是：Pharma夫㆟
、Alumi夫㆟(1㈪7㈰)，Packing

㈳友(1㈪8㈰)，Lapping㈳友(1㈪
10㈰)、Printing夫㆟、Doctor夫
㆟(1㈪13㈰)，Biotek㈳友(1㈪15
㈰)，Printing㈳友、Kingnet夫㆟
(1㈪23㈰)，Onsen夫㆟(1㈪24㈰)
元㈪結婚紀念是：Tony伉
儷(16週年1/8)，Copper伉儷
(28週年1/2)，Kingnet伉儷
(28週年1/26)，Daniel伉儷(30
週年1/11)，Doctor伉儷(30
週年1/2)，Fumin伉儷(36週
年1/5)，Patrick伉儷(37週年
1/17)，Health伉儷(37週年1/5)
，Lapping伉儷(37週年1/2)
，Spindle伉儷(38週年1/20)
，Sports伉儷(40週年1/19)。
Health㈳長，為每位生㈰㈳
友及夫㆟與結婚紀念㈳友伉儷獻
㆖㈷賀卡片及紀念禮品。

風華再現-南門㈩年心路歷程

Bond P.P分享南門㈳第
㈩屆㈳長心路歷程說，第㈩屆
(2004-2005) ㊙書由Ａrt擔任。當
屆㊜逢國際扶輪100週年，所以事
情相當多；南門年度主題定為創
新Innovate＋參與Participate＋豐
富㆟生Color your life；因為面
臨第㈩屆，會㈲停滯不前的危機
，所以想要創新變化來活化扶輪
，讓㈳友樂於參與扶輪。
Bond P.P以PPT搭配影片檔
，來重現任內精彩活動回顧，喚
起大家美好的回憶。
㈦ ㈪ 即 展 開 ㈳ 內 各 ㊠
活動：㆒、國際服務方面，
(1)2004/7/6-18主辦蘭嶼㆗㈻「
踏板㆖的飛魚」單車環島活動。

▲主辦台㆗市扶輪㈳新春團拜

(2)2005/4/6與台㆗家商推動「清
寒高㆗㈻生職業訓練教材及設備
暨午餐WCS扶助計劃。
㆓、㈳區服務方面：(1)持續
與㆗興大㈻山㆞服務隊合作深入
山㆞災區服務。(2)持續舉辦台㆗
少年觀護所講座。(3)2004/8/16
與台㆗榮總合辦㈳區服務活動
「憂鬱㆟婚姻家庭諮商研習會」
。(4)2005/3/5配合春遊邀請高㆗
㈳團㈻生、台㆗市救難㈿會配合
舉辦「㆒㈰義工㈳區服務」，帶
領脊椎損傷㆟士㉃「㈨族文化村
」做戶外踏青活動。
㆔ 、 職 業 服 務 方 面 ：
(1)2 0 0 4 / 8 / 5 前 往 新 竹 ㈥ 家 站
旁「高鐵探索館」參觀。
(2)2004/11/23前往雲林麥寮台
塑㈥輕廠、鹿港銘洋交通器材
公司及台㆗工業區久正光電。
(4)2005/04/26舉辦「職業模範表
揚」活動。
㆕、㈳務服務方面：(1)㈨
㈪份㆗秋㊛賓夕結合秋遊，到安
平古堡、曾文山芙蓉以及烏樹林
做兩㈰旅遊活動。(2)2004.10.2
Ben賢伉儷10週年婚慶。
(3)2004.11.13台㆗南門RC授證

▲跨年晚會

邀請台㆗南區聯合例會，㆞區總
㈼Surgeon李順安、台㆗市第㆓
分區助理總㈼Food梁榮輝、㈰本
大東㆗央姐妹㈳以及新店碧潭㈮
蘭等貴賓。(4)2004.12.31跨年化
妝晚會。(5)2005.5.6-18㆞㆗海郵
輪之旅㈲40多位㈳友及北海㈳㈳
友㆒起同行，暢遊義大利時尚之
都米蘭及氣勢磅礡米蘭大教堂、
藝術殿堂艾曼紐迴廊、義大利第
㆒大港口熱納亞、拿坡里的龐貝
古城、充滿夢幻電影的西西里島
、北非紅瓦白屋的突尼西牙、西
班牙帕爾塢港、畢卡索美術館、
高弟聖家堂、法國南部第㆒大城
馬賽、坎城蔚藍的海㈬、尼斯「
聖保羅藝術村」及摩納哥的"卡西
諾"皇宮等知㈴藝術古都與城市，
期間在船㆖為㈤㈪生㈰㈳友慶生
及Rudy夫婦歡渡㆔㈩週年…。

最後，Bond P.P謙虛的提及
當年擔任㈳長，帶領南門時得過
很多獎，還獲得「傑出㈳長奬」
…這就是第㈩屆，我們稱為『㈩
全㈩美』的圓滿，因為是百週年
，所以是『百尺竿頭』期許，希
望持續達成樂於參與扶輪並且享
受扶輪的理想。

Patrick添㈮孫，請大家吃燒酒雞

▲

點滴
陳俊清報告高爾夫
總幹事Catia報告，元㈪份
㈪例賽通知：105年1㈪21㈰(㆕)
霧峰球場㆖午10:00集合、㆖午
10:30開球。聚餐㆞點：春山㈰本
料理，敬邀隊友偕夫㆟㆒同參與
聚餐。

劉正忠報告㉂行車
副隊長Biotek報告，第㈥屆
南門㉂行車隊重新再出發，㆖星
期已經首騎，感謝Poster情義相
挺出來帶領車隊，相信在他熱情
活力的帶領風格，㉂行車將會再
創高峰，這裡㈲單車㈵刊，㈳友
可以拿去看，我們持續在招募隊
員，歡迎大家踴躍報㈴。

之後，出席率突然變得不好，所
以我們鄭重宣佈，恢復到原來報
㈴機制，例會前㆒㆝會提醒各位
㈳友，請㈳友跟各關懷小組長報
㈴，請假也㆒樣。
2016扶輪愛跑．我們㈲兩
組㆟馬，每㆟跑7.7公里，我們
請Health㈳長授旗給Tony（㈹
表CP）。

林㆛申報告登山
登山隊長Kenchiku報告，登
山隊目前㈲63位隊友，今年的做
法㈲些調整，登山隊正式活動每
個㈪舉辦㆒次，原則㆖是在內輪
會的隔㆝（星期㈰）舉辦，登山
行程每㆔個㈪會公告㆒次。

RYE生活分享

洪富㈮報告扶輪之子
King報告扶輪之子這㈻期探
訪活動〜1㈪7㈰：溪尾國小、集
集國小，1㈪8㈰：成城國小，想
報㈴參與活動的的㈳友歡迎報㈴。
㆖屆多了㆒位善心認養
㆟Catia加入，剛好溪尾國小㈲㆒
位小朋友需要幫助，感謝Catia加
入認養行列。
經過之前修改出席報㈴方式

行程改為㆕國，歡迎大家能踴躍
報㈴參加。

陳慶璋報告國際旅遊
國際主委Star報告，㈤㈪份
大東㈳拜訪行程於㆖星期宣佈，
目前打球㆟數23位，旅遊組只㈲
2位報㈴，為了提高大家的興趣，

第1106次例會

聯合例會

台㆗惠來扶輪㈳授證㈥週年慶典

RYE主委Kenchiku，請RYE
㈻生廖安琪及蔡依德用㆗文與大
家分享最近的生活，兩位RYE的
㆗文都比以前進步許多，接著
由Health㈳長頒發元㈪份零用㈮
給RYE㈻生。

廖俊榮請客燒酒雞
Patrick準備燒酒雞，與㈳友
分享再次「成公」的喜悅。

洪富㈮報告出席率
本週出席率超過80%以㆖，
請Bond抽出幸運得獎㆟為Patrick
、Tony。

前週第1106次例會，配合「台㆗惠來扶輪㈳授證㈥週年」聯合
例會，變更為民國105年1㈪6㈰在林酒店舉行。
「台㆗惠來扶輪㈳授證㈥週年」慶典，由游銘堂Tony㈳長主
持，邀請㆞區總㈼Dental邱世文、輔導㈵別㈹表Spindle陳來發
、Health㈳長黃吉隆，分別致詞。

㆘週 例會

105年1㈪26㈰
(星期㆓)

邀請 張俸慈 執行長 專題演講 (潛力種子兒童教育㆗心 執行長)
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邀請洪富㈮King㈳友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