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㈤點前報到，提前準備授證典禮

事宜。

Patrick㊙書報告㈳友喜訊，

Rich㈳友第㆓公子將於心之芳庭

舉行結婚喜宴，請㈳友先將時間

空㆘來，前往參加喜宴。

㆖週民國105年11㈪8㈰第

1149次例會，舉行「台㆗

南門扶輪㈳授證22週年慶典」，

邀請㈮蘭㈳新店碧潭㈳、友好㈳

台北南門㈳、㆔結義㈳石岡㈳和

鹿港東區㈳，以及台㆗市各㈳㈳

長與㈳友㆒起光臨慶㈷。

我的好朋友Ryder今㆝將正

式宣誓成為我們南門㈳的㆒員，

等㆒㆘我們就來歡迎他宣誓入㈳

，也敬㈷㈩㆒㈪份的壽星生㈰快

樂及結婚週年紀念㈳友伉儷家庭

幸福美滿。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今

㆝真是高朋滿座，因為

是新㈳友Ryder張建國宣

誓典禮，歡迎他加入我

們南門㈳。

Patrick㊙書預告㆘

週節目，㆘週㆓11㈪8㈰

是本㈳授證廿㆓週年慶

典，㆞點：長榮桂冠酒

店B2長榮廳，請㈳友們

前週民國105年㈩㆒㈪㆒㈰第

1148次例會，舉行「11㈪

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歡迎

新㈳友宣誓入㈳」。

Alumi賴文瑞㈳長報告，今

㆝是個大㈰子，也是本㈪慶生及

結婚週年慶㈷活動，我們歡迎台

㆗南區㈳㈳長David、台㆗東南

㈳Surgeon伉儷、台美㈳Jane PP

、台㆗東北㈳Freezer伉儷、RYE

交換㈻生林禮安同㈻、及我們的

準㈳友Ryder伉儷。

今㆝第1150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㈩㆒㈪㈩㈤㈰【第㆓㈩㆓卷．第㈩㈥期】

節目
專題講題：『我國太陽能現狀與新趨勢』

主講㆟：侯惟仁 博士 (新能光電科技股份㈲限公司 副總)

※例會後召開11㈪份理事會。



第1148次例會

     11㈪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暨 歡迎新㈳友 張建國Ryder宣誓入㈳

前週民國105年㈩㆒㈪㆒㈰第

1148次例會，舉行「11㈪份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歡迎新

㈳友宣誓入㈳」。

節目主委Doctor安排壽星走

紅㆞毯出場，11㈪份壽星是：

Disk夫㆟（11/6）、Lawyer夫

慶生會

㆟(11/10)、Skyline夫㆟(11/11)

、Spindle㈳友(11/15)、Polylon

夫㆟(11/16)、Fumin夫㆟(11/29)

、Ortho夫㆟(11/30)、Sugar夫㆟

(11/30)

Alumi㈳長致贈每位壽星生㈰

禮券，㈳長夫㆟致贈玫瑰花㈷福

本㈪壽星生㈰快樂。

接㆘來進行㈩㆒㈪份結婚週

年慶㈷，本㈪的結婚週年節目替

每㆒對賢伉儷選了㆒首歌，這首

歌會伴著他們走紅㆞毯，歌㈴㈹

表㈳友對夫㆟的㆒個心意，㆖台

時，再請㈳友大聲對著夫㆟說出

這首歌的㈴字。

㈩㆒㈪份壽星㈲：Deco伉儷

(11/3)、Rich伉儷26週年(11/21)

、Ryder伉儷27週年(11/26)、Star

伉儷29週年(11/14)、C.P.A.伉儷

36週年(11/13)、Concept伉儷38

週年(11/5)

接著進行結婚週年加碼禮券

摸彩，恭喜Deco伉儷及Star伉儷

▲十一月份結婚紀念

▲十一月份慶生活動



抽㆗法㈪餐廳禮券。

Alumi㈳長㆒㆒致贈結婚週年

禮券及㈳長夫㆟致贈結婚紀念玫

瑰花，㈷福結婚週年紀念伉儷家

庭幸福美滿。

接㆘來進行新㈳友入㈳宣誓

，為了要給Ryder㆒個驚喜，㈵別

邀請Ryder的哈雷重機朋友㆒同參

與Ryder宣誓典禮。

Ryder是Alumi㈳長介紹入㈳

，Alumi㈳長請Bond㈳友介紹張

建國Ryder新㈳友，Bond說Ryder

的興趣廣泛，且樣樣專精，不但

會吹薩克斯風、會彈吉他、爵士

鼓、會唱歌，樣樣都媲美職業級

㈬準。

接著進行新㈳友宣誓儀式，

並由Alumi㈳長佩戴扶輪徽章、㈴

牌及致贈㆕大考驗並合影留念。

Ryder㉂我介紹㉂己的行業及

興趣並介紹他扶輪㈴的由來，為

結
婚
紀
念
走
紅
㆞
毯

結
婚
紀
念
走
紅
㆞
毯



什麼是Ryder？而不取Rider（騎

士）呢？因為Ryder多了㆒層的意

思，Ryder不但是個馴馬師、冒險

家，同時也是愛好㉂由者，也因

為這樣才能從事我現在工作。後

來與兒子討論後決定用Ryder作為

扶輪㈴。很高興能參加扶輪大家

庭，向㈳友們看齊取之於㈳會，

用之於㈳會之服務精神及態度。

服務計畫主委莊賜濱報告
服務計畫主委Poster報告㆖星

期10㈪27㈰到私立惠明㈻校成㆟

視障教養院工程款捐贈儀式，已

圓滿完成，㈳裡經費20萬及㈩㆓

位㈳友愛心捐款84萬元總共捐助

104萬元，供惠明教養院隔離室工

程、宿舍區後方無障礙斜坡道及

㉁閒活動空間工程使用，惠明㈻

校為表達感謝之意，㈵別製作感

謝狀，請Alumi㈳長㈹為頒發感謝

㈳友的行善捐款。

本次㈳區服務透過媒體--大台

㆗、工商時報、聯合報都㈲報導

，㆗㆝新聞部製作說要幫我們做

南門扶輪㈳的專題報導，這部份

還要請示㈳長。接著10㈪28㈰還

㈲茄荖國小偏鄉英文的線㆖教㈻

，請台㆗家商老師及同㈻們配合

，本㈳捐贈麥克風、耳機、電腦

攝影機，當㆝在㊙書的主持㆘，

活動圓滿成功，台㆗家商老師及

㈻生非常熱情，還㈵㆞變裝打扮

，在此謝謝㈳友的大力支持。

㆞區年會副主委張廖萬煌報告
㆞區年會副主委Home報告，

今年年會是3460㆞區最後㆒屆的

年會，明年的㈦㈪㆒㈰之後會分

成3461、3462，所以我們㈵別配

合Rotary Global Reword全球性

扶輪職業分享，將㈳友的公司及

產品PO在RI網站成為英文版國際

性廣告專刊，行銷全世界，希望

大家都能參加這個全球性職業服

務計畫，需要這個單子的請來跟

我拿，費用是㆓萬元，於今年㈩㆓

㈪底登記打㈦㈤折。

張福琳報告前週出席率
Cas a主委報告，首先歡迎

Ryder加入我們南門扶輪大家庭。

㈳友總㆟數65位，請假㆟數5

位，免計出席1位，出席㆟數43㆟

，㆖週出席率67%。

▲頒發RYE交換學生十一月份零用金

▲頒發惠明學校工程款捐贈感謝狀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Bond伉儷與新社友Ryder合影留念



105年10㈪27㈰㆘午2點舉行

台㆗南門扶輪㈳㈳區服務活動－｢
私立惠明㈻校成㆟視障教養院-工

程款捐贈儀式｣供惠明教養院隔離
室工程、宿舍區後方無障礙斜坡道

及㉁閒活動空間工程使用。

本㈳捐贈基㈮㆓㈩萬元，並

獲Kingnet㈳友、Rich㈳友、Rich

㈳友夫㆟、Faith㈳友、Patrick

㊙書、Poster㈳友、Skyline㈳

友、Herbs㈳友、Spindle㈳友

響應2016-17年度國際扶輪㈦

㆞區偏鄉英語線㆖課業輔導實施

計畫，10㈪28㈰(㈤)㆘午1:50舉辦

『偏鄉英語線㆖課輔計劃捐贈及

開㈻典禮』與台㆗家商／茄荖國

小聯合舉辦。

偏鄉英語線㆖課輔計劃捐贈及開㈻典禮

、Kneader㈳友、Catia㈳友、

Living㈳友、Surgeon㈳友等㈩㆔

位㈳友與夫㆟的慨捐，捐贈㈮額

累計達104萬元整，讓這群年齡較

長的受照顧者，㈲個便利的生活

照護環境。

私立惠明㈻校成㆟視障教養院工程款捐贈儀式

㈳區服務

偏鄉英語線㆖課輔計劃是透

過遠端教㈻，由台㆗家商26位㈻

生配合茄荖國小㈤、㈥年級26位

㈻生於每星期㆒、㆕㆘午4:10分

透過平台共同㆖網㆒對㆒教㈻㆒

個小時，補足偏鄉小㈻後課輔導

陳慶璋糾察報告
St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來賓

歡喜捐及㈳友快樂分享。

Rich㈳友誠摯邀請大家12㈪

31㈰星期㈥㆗午參加小兒子結婚

喜宴，㆞點在心之芳庭，請㈳友

先將時間先空㆘來，屆時再將喜

帖奉㆖。

的不足，10㈪28㈰星期㈤㆘午是

他們的第㆒次見面會，本計畫實

施經費為㈥萬元，供買電腦網路

攝影機、耳機麥克風及大小㈻伴

相見歡活動使用。

㈳區服務



第1149次例會

台㆗南門㈳ 授證22週年慶典

㆖週民國105年11㈪8㈰第1149

次例會，舉行「台㆗南門扶

輪㈳授證22週年慶典」，邀請㈮

蘭㈳新店碧潭㈳、友好㈳台北南

門㈳、㆔結義㈳石岡㈳和鹿港東

區㈳，以及台㆗市各㈳㈳長與㈳

友㆒起光臨慶㈷。

台㆗南門扶輪㈳授證22週年

慶典，由Alumi賴文瑞㈳長主持鳴

鐘開會，司儀Patrick廖俊榮㊙書

介紹來賓及友㈳㈳友，為已故㈳

友林國顯前㈳長追思。

慶㈷台㆗南門扶輪㈳22歲生

㈰的「慶生頌」，介紹歷屆㈳長

伉儷走紅㆞毯出場，並共同切蛋

糕慶㈷。

授證典禮

Alumi㈳長致詞㆗，歡迎貴

賓蒞臨，感謝㆔結義的鹿港東區

㈳、石岡㈳，以及遠道而來的㈮

蘭㈳新店碧潭㈳、友好㈳台北南

門㈳及台㆗家商扶少團……等，

並感謝輔導母㈳台㆗南區㈳的提

攜與指導，以及創㈳㈳長P.D.G 

Concept的睿智領導㆘，加㆖歷屆

㈳長與團隊用心經營㈳務及各位

㈳友及夫㆟情義相挺，建立南門

㊝質文化。

Alumi㈳長報告南門㈳已完

成的㈳區服務㈲1.台㆗啟明㈻校

行動專車計劃，本㈳經費與9位

㈳友聯合捐款165萬元。2.私立惠

明㈻校隔離室工程、宿舍區後方

無障礙斜坡道及㉁閒活動空間工

程款，本㈳經費與13位㈳友與夫

㆟聯合捐款共104萬元。3.與挪威

Nesodden Rotary Clud(D2260)

聯合舉辦捐助行動不便者輔助器

具給烏拉圭行動不便輔助器具㆗

心。4.偏鄉英語線㆖課輔計劃，經

費約5萬元。5.配合㆞區總㈼辦事

處所舉辦的㈳區活動-職業訓練團

隊。6.配合㆞區總㈼辦事處所舉辦

的㈳區活動-10/21~10/25菲律賓

馬尼拉㆞區義診活動共2萬元。7.

本㈳共32位㈳友認養34位清寒㈻

生，為期㆔年，認養㈻校台㆗家

商、溪尾國小、集集國小、台㆗

㆓㆗、大明國小、成城國小、㆗

興國㆗，並已安排與㈻生相見歡

。8.本㈳輔導台㆗家商扶少團已邁

向第㈥屆。未來將進行的㈳區服

務㈲1.台㆗市1-6分區聯合舉辦宣

揚扶輪100週年，11/20台㆗洲際

棒球場及扶輪之子聖誔卡片感恩

卡片。2.配合㆞區總㈼辦事處所舉

辦-106/1/7反毒宣導大遊行及愛心

園遊會及㈳區彩繪活動。3.法治教

育活動......等其他㈳區服務。㈵別

感謝各位㈳友與夫㆟用心付出及

參與每㆒㊠計劃及活動，讓本屆

的活動更加豐富，未來我們還㈲

▲Alumi社長致歡迎詞

▲歷屆社長共同切蛋糕慶祝



幾㊠服務計劃及多㊠㈳內活動，

就請大家享受歡喜、㉂在的㆟生

並踴躍參與，相信會㈲滿滿的收

穫。

台㆗市第1-6分區助理總㈼

Design致詞，因Joy總㈼尚㈲公

訪行程無法前來，請我㆒定要轉

達「㆔個」多謝，第㆒個多謝CP 

Concepe副市長為我們扶輪屆做很

多事情，在扶輪㈳㈳友與市政府

之連繫㆖給予幫忙讓我們做更多

服務，達成扶輪服務㆟類的事蹟

。第㆓個多謝是年會主委Disk PP

，帶領㆒批㊝秀的幹部將為我們

年會帶來的精彩的活動，第㆔個

是Alumi㈳長與總㈼是與40多年的

好友，Alumi㈳長任內㆒開始即舉

辦啟明㈻校專車捐獻，㈩㈪又舉

辦惠明㈻校工程款捐獻，對㈳區

服務持續性行善的風範可稱之為

3460㆞區的標竿。

新店碧潭㈳㈳長Tiger致詞

，每次來參加咱㈮蘭㈳的授證典

禮時，看到㆒開始的進場儀式，

都會㈲㆒種莫㈴的激動和感動，

從頭㆒屆到現在22屆每㆒位㈳長

和夫㆟，雙手相牽走在這條星光

大道，馬㆖將典禮會場的熱度提

到最高，這也是表示台㆗南門㈳

的熱情、和諧、溫馨和團結。希

望咱兩㈳的友誼，能夠像扶輪的

LOGO相同，㆒直轉㆘去永遠不

會停。

友好㈳台北南門Life IPP致詞

，㈳長帶隊參加韓國姊妹㈳授證，

請我㈹為㈷福及恭喜之意。台㆗南

門所做的不管是㈳區服務或是㈳務

活動㆒直是我們台北南門㈻習的目

標，在此㈷福㈳運昌隆。

台㆗南區㈳㈳長David致詞，

南門㈳在㈳區服務內容已如數家

珍，㈲目共睹不再贅述，22歲剛

好是㆟生㆗精力最充沛的時刻，

今年在㈳長及㊙書的領導之㆘，

服務成果豐碩，我們南區㈳實感

與㈲榮焉。

㈳長當選㆟Catia陳俊清致詞

，本屆在㈳長Alumi的精心策劃與

團隊的參予執行以及㈳友暨夫㆟

的熱烈支持，在短短幾個㈪已呈

現㈲目共睹的亮麗成果，尤其是

㈳會服務更是大聲㈲色，RI㈳長

獎，對Alumi㈳長已如曩㆗物，先

㈷賀他。Catia㈩㆓萬分的榮幸能

擔任南門第17-18年度的㈳長當選

㆟，非常惶恐，但是想到㈲歷屆

㈳長及㈳友及㈥㈩幾位㈳友夫㆟

做後盾，應可不辱使命，請扶輪

先進給予鞭策指導與鼓勵，讓台

㆗南門㈳更精進更㊝質。

禮成鳴鐘閉會後，進行南

門晚宴〜歡喜㉂在，青春無限精

彩節目表演，主持㆟Doctor及

Doctor夫㆟擔任晚宴主持㆟，藉

著懷舊老歌，帶領著我們回憶年

輕時的流行采風與韻律。

 

▲司儀Patrick、聯誼Home

▲Catia夫人獻花

▲晚會主持人Doctor、Doctor夫人



105 年11 ㈪29 ㈰(星期㆓) 　職業分享講座：何志修 Sugar ㈳友 （星亞電子㈲限公司）
105 年11 ㈪22 ㈰(星期㆓) ※ 因變更11/20-11/24 高爾夫球隊國外賽-觀潤湖， 故11/22 ㉁會㆚次

例會後特別邀請STAR會議主委：Sports PP與社友分享『漫淡扶輪出席』 

 ▲晚會表演節目：乘風破浪、熱線你和我、民歌組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