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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會

黃吉隆、李祐助、林耀清、陳潤松、賴文瑞、汪世旭、馮賀欽
劉銖淇、朱福民、邱啟成、莊賜濱、洪富金、吳為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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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蘭友好：陳榮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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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張廖萬煌

＊糾　　察：莊賜濱
＊節　　目：邱啟成
＊出　　席：洪富金
＊聯　　誼：吳為楨
＊健康活力：林永成
＊膳　　食：黃木村
＊扶輪家庭：洪仲明
＊國際服務：陳慶璋

＊職業服務：廖俊榮
＊扶輪資訊：陳向榮
＊ＳＴＡＲ：劉叔綱
＊　ＲＹＥ ：林丙申
＊美學推廣：蘇良智
＊職業分類：陳俊清
＊社員發展：謝慶祥
＊社　　刊：陳來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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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www.south-gate.org.tw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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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點在思默好時(大墩㈥街208
號)。誠邀請夫㆟參加。

Rich㊙書報告，㆞區訓練講
習會(DTA)於4㈪24㈰(㈰)舉行，
㆞點在明德㆗㈻，請㆘年度㈳長
、㊙書及㈤大主委參加。

4㈪27㈰(㆔)舉辦台㆗家商法
治教育，時間：㆘午1點半，㆞點
：台㆗家商大禮堂。

Rich㊙書報告，5㈪20-21㈰
參加5㈪20㈰新店碧潭㈳授證、5
㈪21㈰台北南門㈳授證，打球組
目前沒問題，旅遊組目前㆟數不
太夠，等㆒㆘請聯誼主委㆒㆒詢
問。今㆝慶生會結束後召開臨時
理事會，請理事們務必出席。

今㆝第1120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㆕㈪㈩㈨㈰【第廿㆒卷．第廿㈧期】

節目

㆖週民國105年4㈪12㈰第1119
次例會舉行「4㈪份慶生會暨

結婚週年活動」暨「RYE接待㈻生
國家的文化分享」。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非
常歡迎柯㊩師賢伉儷、台㆗科大
㈻務長李教授賢伉儷、陶鐵賢伉
儷及見習㈳友許茂億先生參加今
㆝的慶生會。

㈷福本㈪壽星及結婚紀念㈳友
伉儷家庭幸福美滿快樂，大家㆒切
平安順利。

Rich林耀清㊙書報告，㆘週
4㈪19㈰(㆓)例會邀請古典音樂台 

FM97.7副台長 楊麗娟小姐演講：
「公益平台與㈽業㈳會責任」，楊
小姐經歷相當豐富（國立㆗興大㈻
EMBA㈽管碩士班畢業、台灣愛
樂㈿會理事、尼希米品格教育㈿會
理事），演講㆒定精彩萬分，請㈳
友踴躍出席聆聽。

4㈪26㈰(㆓)例會舉
行㈳務討論，如㈲任何議
題請先向㊙書處提出。

4㈪23㈰(㈥)舉行
內 輪 活 動 ， 時 間 ㆘ 午
2:30~4:30專題演講分
享 ， ㈵ 別 邀 請 陳 國 輝
E-Stlye㈳友分享「記憶
暫存之餘溫與美㈻共生」

專題演講：公益平台與㈽業㈳會責任
主講㆟：楊麗娟 小姐 (古典音樂台 FM97.7副台長)

例會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



第1117次例會                     　　　       

4㈪份慶生會．結婚週年活動

RYE接待㈻生國家的文化分享

㆕㈪份慶生暨結婚週年紀念活動

暨

㆖週民國105年4㈪12㈰第
1 1 1 9次例會舉行「 4㈪

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
「RYE接待㈻生國家的文化分享
」。

慶生會節目開始，由Doctor

安排㆕㈪份壽星及結婚週年紀念

伉儷走紅㆞毯。

㆕ ㈪ 份 壽 星 ㈲ ： E a r s ㈳

友( 4㈪1㈰ )、Sp o r t s㈳友 ( 4

㈪3㈰)、Arch i㈳友(4㈪4㈰)

、Kenchiku夫㆟(4㈪8㈰)、Disk

㈳友 ( 4㈪1 5㈰ )、Ru d y㈳友

、Catia㈳友(4㈪22㈰)、Archi夫

㆟(4㈪23㈰)，請Rudy吹蠟燭

，Kenchiku夫㆟切蛋糕，Health

㈳長送給每位壽星生㈰禮物，並

合影留念。

㆕㈪份結婚週年慶是㈲：

Power賢伉儷20週年(4㈪25㈰)

、Casa賢伉儷28週年(4㈪22㈰)。

Health㈳友送㆖㈷賀結婚週

年禮品，並合影留念。

慶
祝
四
月
份
壽
星

結婚紀念走紅地毯

慶
祝
四
月
份
壽
星

△㆕㈪份壽星

△㆕㈪份結婚週年紀念
活動



㈰期：105年4㈪15㈰

慶生活動結束後，邀請RYE

交換㈻生廖安琪與蔡依德做國家

的文化分享接著由Health㈳長頒

發RYE㈻生㆕㈪份零用㈮。

我是廖安琪，我來台灣已經

㈲㈦個㈪了，在台灣㈲㆔個接待

家庭，我喜歡吃台灣的小籠包、

饅頭、蝦子、烤肉及冰淇淋，我

不喜歡吃的東西是香腸、紅豆芋

頭冰淇淋。

今年生㈰，台㆗家商的同㈻

幫我慶㈷生㈰，我很開心。去年

㈨㈪參加南門扶輪㈳的宜蘭旅遊

及RYE在㈰㈪潭舉辦的露營活動

，文化㈰在㈨㆝玄㊛畫臉譜，也

參加啦啦隊為足球賽加油。

最喜歡的㆞方是墾㆜、霧峰

林家花園、㈬里…台灣很多風景

都很漂亮。

我叫蔡依德，來㉂德國，來

台灣已經㈦個㈪了，第㆒㆝從德國

坐了14個小時的飛機到達台灣。

我就讀台㆗家商，在台灣㈲

㆔個接待家庭，我的第㆒個家庭

是Diave、第㆓個家庭是Power、

第㆔個家庭陶爸、陶媽家。

我參與RYE很多活動，像㈰

㈪潭露營及文化活動㈰參加㈨㆝

玄㊛的打鼓及㈲趣的臉譜彩繪，

也㈲去台北㈭柵動物園，去年㈲

參加南門扶輪㈳宜蘭之旅很好玩

，也參加台㆗家商畢業旅行，我

們去墾㆜旅遊，墾㆜很漂亮。

在台灣，我最愛的食物是㈬

餃、餛飩、珍珠奶茶，我回德國

後㆒定會想念這些食物，我很喜

歡台灣。

職業主委廖俊榮好康分享

Patrick職業主委報告，5㈪

31㈰舉行「職業表揚」，今年㈴

額㈲㆔位，每位可獲7000元(㈳裡

5000元，推薦㆟2000元)及㆒面

獎牌，5㈪15㈰截止報㈴，請㈳友

儘速報㈴以免向隅。

另外㈹報告10㈪8㈰㈩㆒㆝的

國外旅遊，㆞點是俄羅斯，希望

㈳友能提早報㈴俾利安排行程。

㉂行車澎湖騎召集令

㉂行車總幹事Bistro報告，4

㈪14~17㈰舉辦㉂行車澎湖騎乘

活動，4㈪14㈰㆘午2:30請隊友在

清㈬崗國際機場集合。

扶輪之子探望活動

扶輪之子主委King報告，㆘

㈻期扶輪之子探訪活動㆔梯次㈰

期分別為1.台㆗㆓㆗：4㈪15㈰㆘

午2:00~3:00。2.大明國小：4㈪

台㆗㆓㆗扶輪之子探訪〜

點滴



㆘週 例會 105年4㈪26㈰(星期㆓) 

　　　

2015~16年度4㈪份臨時理事會

主席：黃吉隆

出席：李祐助、林耀清、陳潤松、馮賀欽、汪世旭、朱福民、吳為楨

洪富㈮、邱啟成、莊賜濱

列席：張光瑤、陳來發、張廖萬煌、廖光亮、林永成、廖俊榮、

      林洽鑫、劉偉傑

議題：

1.來賓許茂億 先生，申請推薦入㈳。

　說明：請 推薦㆟ Poster報告。

　決議：通過入㈳申請，即㈰起請㊙書處公告入㈳申請㈾料㆒星期， 

        並連續㆕次出席，暫定於105年6㈪7㈰慶生會舉行入㈳宣誓。 

2.來賓趙紹清 先生，申請推薦入㈳。

　說明：請 推薦㆟ Bistro報告。

　決議：通過入㈳申請，即㈰起請㊙書處公告入㈳申請㈾料㆒星期，

並連續㆕次出席，暫定於105年6㈪7㈰慶生會舉行入㈳宣誓。 

3.臨時動議。

㈳ 務 討 論

27㈰早㆖10:00~11:00。3.台㆗家

商：4㈪27㈰㆘午1~2點，本㈳去

年跟今年總共㈲10位㈳友捐助台

㆗家商扶輪之子，請這10位㈳友

將時間先空出來。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報告㆖週出席率，㈳友

總㆟數61位，免計出席2位，出

席㆟數40㆟，前週出席率68%。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ter主持歡喜時間，㈲許

多㈳友做歡喜箱的投入，並發表

歡喜事由。

Pos t e r說：「㆖週很感謝

㈳友的愛心捐款，共募得㈨萬

多元（㈳友歡喜現㈮31,500元

、Health㈳長10,000元、Rich㊙

書6,000元、Lawyer每個㈪固定

捐1200元、Living30,000元），

伊甸基㈮會來電再次感謝；另外

歡迎㉂行車隊友許茂億、趙紹清

申請加入南門扶輪㈳，真的歡喜

啦！」

Spindle說「很高興好友柯富

揚㊩師參加慶生會」。

家庭懇談會〜

▲3/8(㆓)晚㆖江輝雄伉儷於㉂宅舉辦家懇
會(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
蔡育偉伉儷、劉銖淇伉儷、曾文和伉儷、
何志修伉儷、葉守正伉儷)

▲3/9(㆔)晚㆖湯富淳伉儷於㉂宅舉辦家懇
會(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
洪仲明伉儷、陳慶璋伉儷、吳騰彥伉儷、
陳國輝伉儷)

▲3/13(㈥)晚㆖廖光亮伉儷於㉂宅舉辦家
懇會(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
劉禮修伉儷、張長信伉儷、吳騰彥伉儷)

▲3/18(㈤)㆘午馮賀欽伉儷於心驛商旅舉
辦家懇會(參加㆟員：㈳長伉儷、㊙書伉
儷、林永成伉儷、謝慶祥伉儷、劉柯成 
伉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