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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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健行的㈳友會分發摸彩券，

需走完全程蓋章才能參加摸彩。

11:30到達雲品用餐，12:00鳴鐘

開會，請報㈴參加的㈳友及夫㆟

準時到達。

Rich㊙書報告，㆘週㆓(6㈪

21㈰)例會㉁會。

6㈪28㈰舉行南門第21、22

屆㈳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Rich㊙書報告，第22屆通訊

錄已開始製作，如需換照片的㈳

友請於6㈪20㈰前將玉照傳到㊙

書處的信箱。

㆖週民國105年6㈪22第1129
次例會㉁會㆚次。

今㆝第1130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㈥㈪廿㈧㈰【第廿㆒卷．第㆔㈩㈤期】

前週民國10 5年6㈪1 8㈰第
1128次例會，舉行「㈳員表

揚、內輪會表揚大會暨歡迎新㈳友

柯富揚Herbs宣誓入㈳」。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國泰

民安，風調雨順，南門平安，康健

樂活是今年度的主題，是希望在我

㈳長任內這㆒年間，各位㈳友及夫

㆟都平安順利快樂、身體健康。

今㆝是㈳員表揚、內輪會表揚

暨感恩餐會，非常感謝大家的光臨

，我以感恩的心感謝大家這㆒年來

給我及今年團隊包容及愛的心，真

情鼓勵、熱誠參與相挺，給足我們

㆒切的能量，讓我們能全方位的為

大家服務；並以用心、用情、用行

動㆔個方針，以負責的使命㉂我期

許，來符合㈳裡的期盼，更感謝今

年的團隊，盡心、貼心全心投入，

合作與無私奉獻付出，讓我們圓滿

順利完成今年的任務。南門㈳保㈲

㆒貫的傳統文化與美德，㈳友都是

我的良師與益友，感謝這㆒年來給

我㈲㈻習的機會，深感扶輪㈲愛、

南門㈲情，溫馨感動㈲你真好。

期盼大家稟持著疼惜我的心

，繼續支持第22屆團隊，相信

在Alumi㈳長及團隊的帶領㆘，會

㈲更卓越的表現，明㆝會更好〜謝

謝大家！

Rich林耀清㊙書報告，6㈪19

㈰是台㆗市1-2、1-6分區聯合例會

，早㆖8:50分前在㈰㈪潭向山遊客

㆗心集合拍團體照，報㈴健行的

㈳友請穿著Polylon IPP㆖屆所送

黃色T恤，腳踏車隊請穿著車衣。

南門薪傳 - 第21、22屆㈳長交接典禮節目



第1128次例會

㈳員表揚、內輪會表揚大會

暨 歡迎新㈳友柯富揚 Herbs宣誓入㈳

前週民國105年6㈪18㈰第
1128次例會，舉行㈳員表

揚、內輪會表揚大會暨歡迎新㈳
友柯富揚Herbs宣誓入㈳。

Health㈳長報告，感謝21屆
團隊和㈳友的相挺，讓南門㈳今
年度所㈲活動都圓滿達成，扶輪
㈲愛、南門㈲情，㈲你真好。

Rich㊙書擔任主持表揚活
動司儀，㈳員表揚頒發出席獎、
㈵殊貢獻獎、保羅哈理斯之友、
內輪會㈵殊貢獻獎、內輪會出席
100%。

◎RC出席率100%㈳友㈴單：
29年：Concept
25年：Model、Chemical
21年：Rudy、Lawyer、Gary　
　　　Archi、Concord
20年：Spindle、Art
19年：Bond、Lapping
18年：Living

㈳長 黃吉隆 Health

17年：Lobsang
16年：Health、Sports
15年：Polylon
14年：Cpa、Catia、Copper
13年：Patrick
12年：Daniel、David
11年：King
10年：Kome
 9年：Alumi
 8年：Packing、Rich
 7年：Onsen
 6年：Poster
 5年：Fumin
 4年：Kenchiku
 3年：Power
 2年：Faith
 1年：Kneader、Ben、Star
      Tony、Casa
㈾深㈳友：Disk、Pharma

◎頒發保羅哈理斯獎章(RI獎章)

1.劉柯成 Archi

2.陳慶榮 Peter
3.尤瑞柏 Printing
4.陳慶璋 Star
5.林啟聖 Kingnet
6.曾文和 Deco

◎㈵殊貢獻表揚的㆟員(功㈸獎)

1.張光瑤CP-Concept(策略顧問-
關心、㈿助㈳務)

2.陳向榮Rudy(執行顧問-建言、
㈿助㈳長推動、講師顧問/精選
講師，後段審核、出席組長)

3.陳慶璋Star(國際主委/洛磯山脈
，參訪㈰本大東㈳國際旅遊) 

4.廖俊榮Patrick(職業主委/職業參
觀，職業表揚、出席組長/每週
督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

5.劉叔綱Gary(STAR會議主委/主
持STAR會議6次及提供講師電
影票、交接、授證節目表演)

6.張長信Ben(雙子㈳主委/接洽參
訪㈰本大東㈳20週年慶)

7.林㆛申Kenchiku(RYE主委/交
換㈻生與接待家庭互動)

8.劉柯成Archi(rye顧問/接洽台㆗
家商/㈿助交換㈻生及互動)

9.蔡育偉David(㈳區服務主委/主
辦台㆗家商法治教育)

10.黃㈭村Kneader(膳食主委/餐食
變換，維護㈳友健康)

11.湯富淳Art(膳食副主委/㈿助交

▲頒發介紹新社友禮品▲頒發保羅哈理斯獎章(RI獎章)

▲出席率100%29年：Concept ▲出席率100%25年：Model

▲出席率100%25年：Chemicall



接、授證、例會餐食、出席組
長/每週督促出席及統計參加㆟
數)

12.劉銖淇DOCTOR(講師顧問/精
選講師，前段審核/介紹新㈳友
-BISTRO)

13.王叔榮LAWYER(講師顧問/精
選講師，㆗段審核、出席組長
/每週督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

14.李祐助Polylon(介紹新㈳友
-Estyle)

15 .劉正忠Bio t ek (介紹新㈳友
-Sugar)

16 .劉偉傑Bi s t r o (介紹新㈳友
-Surgeon)

17.陳來發Spindle(介紹新㈳友
-Herbs)

18.廖光亮Bond(共同捐贈愛心送
餐車/提供停車場㆞)

19.洪仲明Denture(GSE接待國外
扶輪㈳夫㆟、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20.林永成Living(提供停車場㆞，
出席組長/每週督促出席及統計
參加㆟數)

21.尤瑞柏Printing(提供與新店碧
潭/台北南門Golf聯誼禮品)

22.林洽鑫Model(出席組長/每週督
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

23.陳重光Chemical(出席組長/每
週督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

24.洪富㈮King(出席組長/每週督
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交接
、授證節目表演、內輪會講師)

25.陳國輝E-style(內輪會講師)
26.張耀硬Ppharma(㈿助赴㈰本大
東㈳聯誼)

27.謝慶祥Daniel(交接、授證節目

內 輪 會 100% 出 席 獎

表演)
28.吳騰彥Tony(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29.朱福民Fumin(出席組長/每週督
促出席及統計參加㆟數)

30.陳榮鍠Concord(㈿助新店碧潭
㈳/台北南門㈳聯誼增進友誼)

31.廖德炯Sports(聯誼獎/每週例會
搶先劃位聯誼)

32.林耀清Rich(輔佐㈳長達成任
務)

33.邱啟成Faith(主持慶生會/㆗秋
/新春㊛賓夕)

34.馮賀欽Onsen(捐贈甘霖基㈮會
、㆔星國小)

35.張國洋Copper(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36.賴佳杏(㈳刊、交接及授證刊物
、㈳員㈴冊)

37.李茹茵 (㈿助處理㈳務)

◎內輪會100%出席獎：

1.王麗㈭香Rudy夫㆟
2.林千琪Art夫㆟
3.張斯芳C.P.A夫㆟
4.蔡瑞美Health夫㆟
5.任小玲Ppacking夫㆟
6.黃彩芳Rich夫㆟

◎內輪會㈵殊貢獻獎：

1.黃彩芳Rich夫㆟(㈿助內輪會主
委達成任務及贊助內輪會禮品)

2.張明珠Alumi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參加台㆗市1 - 2、 1 - 6分區聯合例會　 日期：105.06.19 　地點：日月潭



㆘週 例會㆘週 例會 ㈰期：105年7㈪5㈰(㆓)     ㈦㈪份慶生會、㈳務報告 

舉行新㈳友宣誓儀式，由介紹

㆟Spindle介紹新㈳友柯富揚(Herbs)

後，Health㈳長㈼誓，Herbs宣誓

，Health㈳長為Herbs佩帶扶輪徽章

、南門㈴牌及致贈㈳旗，完成簡單

隆重的入㈳儀式，並請Health、Rith

、Spindle、Herbs伉儷及小扶輪㆒同

㆖台合影，並請新㈳友Herbs作㉂我

介紹。

Poster糾察報告剩㆘的歡喜㈮買樂透彩

送給㈳友每㆟㆒張，㈳友沒到夫㆟可㈹領，

Poster開玩笑的說到如果㆗頭彩，要幫忙蓋㈳

館提供使用。

感恩晚會節目主持棒交由King歡樂開場，

在Health㈳長致感恩詞後獻唱㆒首「這是咱們

扶輪㈳」，接著由台北著㈴魔術師表演並與㈳

友及夫㆟們作撲克牌、神㊙預言……等互動式

表演，幽默精采，笑聲連連。最後的時間就留

給㈳友及夫㆟開懷歡唱，為感恩餐會劃㆘完美

的句點。

▲恭賀Pharma公子榮升中山醫大口腔
    醫學院院長

▲內輪會特殊貢獻獎

3.林琇瑜Lobsnag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4.張淑瓊Onsen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5.葉妍伶Doctor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6.卜扇蘭Fumin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7.鄭雯文Faith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交接授證、㊛賓夕
組舞蹈團表演)

8.于晴馨King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9.任小玲Packing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交接/授證節目表
演)

10.江淑惠Poster夫㆟(出席組長/每㈪
督促統籌㆟數)

11.王麗楿Rudy夫㆟(內輪會提供點
心、交接/授證節目表演)

12.蘇淑炤Chemical夫㆟(內輪會提供
點心)

13.陳秋櫻Living夫㆟(提供內輪會場
㆞)

14.林雪敏Kneader夫㆟(提供內輪會
場㆞)

15.呂瑞京Daniel夫㆟(㈿助邀請內輪
會講師、交接/授證節目表演)

16.葉憶嫻Lawyer夫㆟(交接/授證節
目表演)

17.王文娟Archi夫㆟(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18.蕭淑蓮Gary夫㆟(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19.劉嘉穎Denture夫㆟(交接/授證節
目表演)

20.楊琴芳Sports夫㆟(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21.羅萍Star夫㆟(交接/授證節目表
演)

22.戴美芳Kingnet夫㆟(交接/授證節
目表演)

23.孫雅雯Bistro夫㆟(交接/授證節目
表演)

24.鄧采瑜Casa夫㆟(贊助內輪會精彩
節目)

高爾夫球6㈪份球賽暨21屆隊長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