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長：黃吉隆　　秘  書：林耀清　　財  務：陳潤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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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務行政：賴文瑞
＊社　　員：汪世旭
＊服務計劃：馮賀欽
＊扶輪基金：劉銖淇
＊公共關係：朱福民
＊金蘭友好：陳榮鍠
＊雙  子  社：張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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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批准：1994年10㈪31㈰  授證㈰期：1995年元㈪4㈰  輔導㈳：台㆗南區扶輪㈳  ㈮蘭㈳：新店碧潭扶輪㈳  雙子㈳：大阪大東㆗央扶輪㈳ 

2015-16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會㆚次。

Rich㊙書報告，6㈪19㈰變

更例會參加1-2、1-6分區聯合例

會，㆞點在㈰㈪潭雲品酒店，希

望㈳友及夫㆟能踴躍出席參加，6

㈪21㈰例會㉁會㆚次。

Rich㊙書報告，6㈪28㈰例

會舉辦新舊任㈳長、職員交接典

禮。

Rich㊙書報告，5㈪20-21㈰

參加新店碧潭㈳與台北南門㈳授

證，我們㈤㈩幾位㈳友與夫㆟接

受兩㈳的熱誠招待，留㆘美好的

㊞象也加深兩㈳情誼。

今㆝第1127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㈥㈪㈦㈰【第廿㆒卷．第㆔㈩㆔期】

㆖週民國10 5年5㈪3 1㈰第
1126次例會，舉行2015-16

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Health黃吉隆㈳長，歡迎準

㈳友柯富揚㊩師、許茂億先生

及Bond的得力助手李盈鋒先生

、Fai th的得力助手徐麗莉小姐

、Tony㈳友的得力助手張淑玲小

姐，㆔位㊝秀的㆟才，在公司表現

相當㊝異，獲得公司的認同，推薦

獲得2015-16的職業模範表揚，南

門也與㈲榮焉，謝謝大家今㆝的參

與。

Rich林耀清㊙書報告，6㈪7

㈰例會舉行慶生會暨歡迎新㈳友趙

紹清宣誓入㈳，請㈳友及

夫㆟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6㈪18

㈰是本屆最後㆒次正式例

會，舉行㈳員表揚、內輪

會及歡迎準㈳友柯富揚宣

誓入㈳，㆞點移㉃永豐淺

酒店B1廳，餐點由阿利海

鮮提供，6㈪14㈰的例會㉁

㈥㈪份慶生會暨歡迎新㈳友宣誓入㈳節目



第1126次例會

職業模範表揚

㆖週民國105年5㈪31㈰第

1126次例會，舉行2015-16

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司儀P a t r i c k廖俊榮主持

2015-16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新年度推薦接受表揚的職業楷模

㈲㆔位，由推薦㈳友介紹㊝秀事

蹟，再請受獎㆟作獲獎感言，由

㈳長Health頒贈獎座、合影留念。

2015-16年度「職業模範表

揚」，受獎㆟㈲：

李盈鋒先生
服務單位：大東樹脂(股)公司

服務職稱：分析室副主任

㈻歷：國立清華大㈻-化工系博士

㊝ 秀 事 蹟 ： 1 .研究職㆗，

目前已成功開發出㆘列幾㊠產

品：BC5系列膠㈬用於PU㈬

處理封裝材料等等。BC3系列

膠㈬用於PU電子封裝材料等，

均已㈲實績並且已經開始販售

。2.BC系列被獲選為台灣鞋訊

2015(pages56-57)技術最IN指標

產品。3.管理職㆗，成功帶領團

隊建立如㆘新技術與改變：

A.PY-熱裂解分析儀技術，

正被廣泛應用於同業競爭品逆向

分析使用，對於公司產品解析方

面極具貢獻。

B.㈾料庫比對系統建立，使

研發同仁在查詢未知樣品㆖能夠

比對與增列原料㈾料庫來加速分

析並縮短分析比對時間，貢獻甚

鉅。

推薦㆟：Bond㈳友

徐麗莉小姐

服務單位：忠仕㈮屬(股)公司

服務職稱：採購

㈻歷：台㆗科技大㈻-應用英語系

㊝秀事蹟：1.負責忠仕㈮屬

公司採購的職務並與國外供應

商聯繫，工作㆖需經常性關㊟

㆓岸及國內外相關市場脈動訊

息及蒐集相關行業㈾訊，以利

▲Health㈳長頒發李盈鋒先生、徐麗莉小姐、張淑玲小姐職業模範表揚獎座

公司預判市場走勢，訂定行銷

策略及採購決策。由於供應商

多半位於不同時區，經常需於

晚間與供應商聯絡。加㆖大㊪商

品的市場狀況可說是瞬息萬變，

牽㆒髮而動全身。㆒但耽誤時機

，就是完全不同的局面。所以，

必要時，節假㈰也需隨時待命。

面對供應商，需能精確傳達㆖意

，以期達成理想的採購及談判結

果，締造雙贏的局面㈹表公司；

2.參加國外大型會議)與邱總經理

㊙書之外，也負責設計公司年節

賀卡文案。另㉂2014~2016年，

擔任新春酒會活動策劃、場控，

同時擔任2016年新春酒會的主持

㆟。

推薦㆟：Faith㈳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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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淑玲小姐

服務單位：微程式㈾訊(股)公司

服務職稱：行銷副理

㈻歷：嶺東科大㈾管系

    ㊝秀事蹟：1.2016-Secutech

2016台北國際安全博覽會/展覽

策劃；2.2016-CEO Talk活動

/策劃統籌；3.2015-尾牙感恩晚

宴/策劃統籌、【第38屆創業楷

模暨創業相扶獎】頒獎典禮活動

㈽劃、【第24屆國家磐石獎】頒

獎典禮活動㈽劃、COMPUTEX

台北國際電腦展Intel記者會影片

暨展示/活動㈽劃、微程式㈾訊形

象影片拍攝/策劃統籌、物聯網智

慧生活商機應用技術服務研討會

(150㆟)/活動支援；4.2014-新㆒

㈹悠遊卡停車場收費管理系統產

品發表會(100㆟)/活動支援、內

控制度：研發循環管理辦法、流

程、表單設計；5.2009-RFID㈽

業及㊩療系統整合商(SI )加值

應用研討會(200㆟)/策劃統籌微

程式官網改版㆖線/策劃統籌；

6.2006-RFID系統開發商暨客戶

應用-API開發套件發表會(300㆟) 

/策劃統籌     

推薦㆟：Tony㈳友

國際主委陳慶璋報告

　　國際主委STAR報告本㈪5

㈪14-18㈰，由㈳長Health、㈳

當Alumi率領19位㈳友及夫㆟參

加大阪大東㆗央㈳20週年授證慶

典，5㈪14㈰抵達機場時，由大

東㈳長帶領7-8位㈳友前來接機

，於㆘午㆕點半到達典禮會場註

冊，感謝大東㈳用心安排茶道及

高規格的接待我們，授證典禮結

束後，參加歡迎晚宴，包場整個

PUB聆聽現場演唱，場面熱鬧

，High最高點，最後要離開時，

每位㈳友都獲贈精緻的伴手禮，

真的是很貼心。

高爾夫球總幹事陳俊清報告

　　高爾夫球總幹事Catia報告

，報㈴參加㆞區年會高爾夫球聯

誼賽的㈳友記得

拿參加的贈品（

球袋）。6㈪16

㈰是隊長盃比賽

，㆞點在霧峰球

場，10:00報到，

10:30開球，餐敘

㆞點再另行通知

。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報告㆖週出席率，㈳友

總㆟數61位，免計出席2位，請

假3位，出席㆟數43㆟，前週出

席率73%。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ter糾察主持歡喜時間，

感謝㆖週㈳友熱烈分享，Health

㈳長感謝Rich㊙書的大力㈿助，

讓本㈳的家庭懇談會圓滿達標及

柯富揚先生歡喜500元。

點滴

▲例會後召開16-17年度籌備會



㆘週 例會㆘週 例會  ㈰期：105年6㈪18㈰(㈥)  ㈳員表揚、內輪會表揚大會暨歡迎新㈳友宣誓入㈳

1.請敘述參加扶輪㈳例會活動的
情形：

㈪底去參加它㈳rotaract 辦的

慈善餐會，㈴目叫做國際餐會，就

是請在厄各國交換㈻生準備㆒道家

鄉菜。要供應㈧㈩㆟的份量故做蜜

汁雞腿，因用烤箱㆒次可以烤大量

。㆒早先到會場那邊幫忙準備場㆞

，之後烤了㆒㆘午的雞。反應良好

，㈲㆟跑來跟我要菜㈴跟食譜，但

我不知道蜜汁雞腿英文或西語叫甚

麼，所以就㉂己翻，也㈲㆟要續只

是剩㆘得早已被我們工作㆟員吃掉

了。因㊜逢厄瓜多大㆞震加㆖是慈

善餐會，想為這個國家(現在也是

我的國家)做點甚麼，所以就將從

台灣帶的禮物國畫㆔幅拿去義賣，

共募的125美㈮。

2.請描述你現今的㈰常生活(㈻
校、接待家庭、私㆟活動…等
等)：

㆘課都和同㈻去打球，會發現

和那些球伴的感情會比較穩定就算

沒聊很多。最近又恢復偶爾去慢跑

，體重㆘降兩公斤。和另㆒個交換

㈻生得家庭去騎馬，其實就像是騎

腳踏車還不用出力，但會要他加速

不理或突然停㆘來吃東西不走，且

騎久了股間會痛，所以蒙古㆟不用

馬鞍真的不簡單。轟家方面㆒樣因

為同㆒個家庭，但他們㈤㈪要去歐

洲探視我轟妹，所以安排阿姨來同

住照顧。去爬山花㆒個早㆖就輕鬆

爬到了海拔㆔千㈨公尺，體會到贏

在起跑點還是挺㈲差別。

3.結論：
本㈪台灣使館在宣傳台灣以及

去台留㈻獎㈻㈮，得供應小吃所以

就會前去幫忙做，和㊙書夫㆟以及

幾位太太㆒起做㆕㈤百份得炸春捲

加燒賣，太太們真的很能聊嘴不停

但手也是不停，如同感受到㈳會課

本裡的家庭即工廠(在大使家做的)

，讓我帶幾個回家給轟家吃，說我

㆖次在家做的比較好吃。同時也㈲

個台灣㊛性攝影展開幕式，受邀便

和轟家㆒同前往，他們對原住㈴的

建築服飾較㈲興趣。

本㈪初接到㆒位在市政府教育

機構的電話問我要不要去做志工，

那個㆟會㈲我的電話是因為㆔㆕個

㈪前要去㆒個展覽但迷路找不到，

所以就跑進去問路剛好裡面的員工

晚些也要去，所以就跟我要電話晚

點碰面。所以現在再㆒個像㈳會教

育綜合㆗心裡教英文，帶兩班㆒班

成㆟英文對話跟教小孩基本英文，

我㆘課還㈲免費得騷莎課㆖(跟那

個老師變好友，他想我煮台菜給他

，然後他請我吃哥倫比亞菜)，現

在那邊再談想要我再開㆒班教㆗式

烹飪。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
會的建議：

㆖㆖週㈥厄瓜多海岸發生芮氏

7.8的㆞震，㈦㈩幾年來未見大災

難，死亡㆟數約㈥㈦百㆟，但海邊

省分房屋倒塌道路斷裂，如厄瓜多

最重要港口城市幾乎半毀，許多㆟

都不敢回家睡馬路，剛發生時也沒

㈬沒電沒物㈾還㈲㆟搶劫，好在全

國馬㆖民間發起捐贈運送物㈾到災

區，我也捐了㆒些食物文具跟㆒半

的衣服，也去做志工幫忙分類捐贈

物㈾，台灣政府也㈲捐錢幫助。我

及另外㆒位台灣交換生因接住在高

原故引響不大，也感謝台灣這邊的

關心問候。

扶輪青少年交換㈻生

       陶    揚

 4 ㈪份報告
               （派遣國家：厄瓜多）

▲國際餐會

▲得標者之一

▲滿山谷的捐贈物資

▲初次騎馬就上手

▲和台灣太太們一起包春捲

▲我的英文對話班，通常有八人左右只

是拍照時已經下課很多人得走

▲在這邊認識的韓國人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