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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們今年度最後一次例

會，非常感謝大家的一年來對

我們的支持，今天是感恩餐會

，前段是社長表揚有功社員，

獎品非常豐富，後段是卡拉Ｏ

Ｋ餘興節目，希望今天的晚會

能夠圓滿成功。

Patrick秘書報告，下週二

（7月4日）是Catia社長主持

的第一次例會，當天節目有新

舊社長交接、慶生會以及五大

主委工作報告，請大家踴躍參

加。

上週民國106年六月廿七

日第1182次例會，舉行

2016-17年度「社員表揚暨內輪

會表揚與感恩餐會」，地點變

更到林酒店六樓星光廳。

Alumi賴文瑞社長報告，感

謝大家今天參加社員及內輪感

恩餐會，今天的感恩可能要講

二百句以上吧！都是感恩！

今天第1183次例會 2017民國一○六年 七 月 四 日【第二十三卷．第 一 期】

節目

因 為 有

社友及夫人

的支持，給

我這個機會

，在我當社

長這一年來

，真的學習

到很多，如

果有什麼做

得不好的地

方，請大家

多多見諒。

接 下 來

我還是要感恩所有的社友及夫

人的相挺，尤其是特別來賓林

芳如社長，捐助本社十萬元贊

助國際服務-挪威(D2260)地區

捐助行動不便者輔助器具給烏

拉圭行動不便輔具器具中心，

今天特別邀請林社長參加我們

的感恩例會。

Patrick廖俊榮秘書報告，

【2017-18年度工作計畫報告暨七月份慶生會與社長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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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2次例會

上週民國106年六月廿七日第
1182次例會，舉行2016-

17年度「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
與感恩餐會」，地點變更到林酒
店六樓星光廳。

聯誼主委Home介紹來賓，歡

迎李芳如女士、南光社Justin IPP

▲表揚16-17年度理事

、社當Wesley、Mega社友及各位

美麗的社友夫人。

節目主委Doctor主持感恩晚

會說到，時間飛逝，南門第22屆

從璀璨登場到光榮落幕，過程相

當精采，特別製作幾段影片，讓

社友回憶這一年來的精彩活動。

回顧16-17團隊上任時蓄勢待

發的影片後，接著開始表揚。

一、表揚16-17年度理事：
秘書Patrick、財務Kenchiku

、社務行政主委Catia、服務計劃

主委Poster、社員主委Faith、扶

輪基金主委Printing、公共關係主

委Kneader、聯誼主委Home、出

席主委Casa、節目主委Doctor、

感恩餐會 / 林酒店 糾察主委Star、前社長/扶少團主

委Health。

二、特殊貢獻表揚的人員：
1.Rudy(顧問)

2.Art(例會餐食安排)

3.Archi(社訓練師-Ri網站登入)

4.Bond(提供大東樹脂場地停車)

5.Living(提供長安桂冠場地停車)

6.Sports(安排Star會議講師)

7.Lobsang(協助安排14-15年度扶

輪之子活動及228扶輪愛跑活動)

8.King(協助安排15-16年度扶輪

之子活動)

9.Rich(提供新店碧潭社、台北南

門社Golf聯誼賽禮品)

10.Biotek(Rye主委/協調Rye學生

事務/協調長安桂冠場地停車)

11.Onsen(主辦社內國際旅遊)

12.Kenchiku(協助處理Rye學生事務)

13.Tony(扶輪之子主委)

14.E-Style(安排職業參觀及職業表揚)

15.David(擔任RYE顧問/協助接待

學生事務)

16.Skyline(擔任RYE顧問/協助接

待學生事務)

三、特別表揚的人員如下：
1.Poster(介紹新社友-Polo)

2.Alumi(介紹新社友-Ryder)

3.Sugar(介紹新社友-Bob)

四、台中南門16-17年度
　　RC出席率100%社友名單
30年(1)：Concept

26年(2)：Model、Chemical

22年(5)：Rudy、Lawyer、Gary

　　　　 Archi、Concord

21年(2)：Spindle、Art

20年(1)：Lapping

19年(1)：Living

社員表揚

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

▲特殊貢獻表揚



款5萬元)、Spindle(捐款4萬元)、

Kneader(捐款3萬元)、Catia(捐

款3萬元)、Living(捐款2萬元)、

Surgeon(捐款2萬元)

九、頒發次團體隊長
1.高爾夫球隊隊長 林耀清Rich

2.自行車隊隊長 莊賜濱Poster

3.登山隊隊長 林丙申Kenchiku

十、頒發特別表揚
林芳如女士捐款10萬元(挪威

D2260地區/行動不便輔助工具計畫)

18年(1)：Lobsang

17年(2)：Health、Sports

15年(3)：Cpa、Catia、Copper

14年(1)：Patrick

12年(1)：King

11年(1)：Home

10年(1)：Alumi

 9年(1)：Rich

 8年(1)：Onsen

 7年(1)：Poster

 6年(1)：Fumin

 5年(1)：Kenchiku

 4年(1)：Power

 3年(1)：Faith

 2年(4)：Kneader、Star、

 1年(2)：Doctor、E-Style

資深社友：Disk(30年)、Pharma(22年)

其他(24)：Ortho、Kaepa、Tang

、Cap、Peter、Illig、Bond 

、Yoke、Pr in t ing、Ben、 

Polylon、Packing、Daniel、

David、Brains、Biotek、Child

、Dentrue 、Ears、Skyline、

Deco、Kingnet、Tony、Casa

、Bistro、Sugar、Surgeon、

Herbs、Polo、Ryder、Bob

五、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章
1.Rrd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款累

績達5萬元捐款)

2.Tang(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款累

績達5萬元捐款)

3.Gar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款累

績達5.1萬元捐款)

六、頒發保羅哈理斯獎章：
Alumi、Patrick、Power、

Casa、Lapping、Tony

七、頒發台中啟明學校-
　　行動專車捐款
Bond(捐款30萬元)、Printing(捐

款30萬元)、Kingnet(捐款30萬元

)、Alumi(捐款10萬元)、Patrick(

捐款10萬元)、Yoke(捐款10萬元)

、Rich(捐款10萬元)、Faith(捐款

10萬元)、Poster(捐款5萬元)

八、頒發台中惠明視障成人教養
　　院/ 環境改善工程捐款
Kingnet(捐款20萬元)、Rich(捐款

10萬元)、Rich夫人 (捐款10萬元

)、Faith(捐款10萬元)、Patrick(

捐款5萬元)、Poster(捐款5萬元)

、Skyline(捐款5萬元)、Herbs(捐

▲表揚介紹新社友獎 ▲頒發台中啟明學校-行動專車捐款感謝狀

▲頒發台中惠明視障成人教養院環境改善工程捐款感謝狀 ▲頒發次團體隊長感謝狀

▲內輪會出席100%夫人

內
輪
表
揚



下週 例會 日期：106年7月11日 主講人：儲見智 團長專題演講：台灣說唱藝術-唸歌　

十一、內輪會出席100%夫人-
　　    至少出席六次：
 1.葉金照 Pharma夫人

 2.王麗楿 Rudy夫人                                                              

 3.林雪敏 Kneader夫人

 4.葉憶嫻 Lawyer

 5.林千琪 Art夫人

 6.蕭淑蓮 Gary夫人

 7.張斯芳 C.P.A夫人

 8.蔡瑞美 Health夫人

 9.涂麗惠 Peter夫人

10.陳秋櫻 Living夫人

11.任小玲 Packing夫人

12.張明珠 Alumi夫人

13.陳芳美 Patrick夫人

14.黃彩芳 Rich夫人

15.張淑瓊 Onsen夫人

16.鄭雯文 Faith夫人

17.葉妍伶 Doctor夫人

18.羅  萍 Star夫人

十二、內輪會特殊貢獻表揚：
1.王麗楿Rudy夫人(夫人表演籌備

、熱心活動、提供內輪會點心)

2.葉妍伶Doctor夫人(夫人表演籌

備、熱心活動)

3.蘇淑炤Chemical夫人(提供內輪

會點心)  

4.林雪敏Kneader夫人(提供內輪會

場地,並提供內輪會茶水)

5.陳秋櫻Living夫人(提供內輪會

場地)

6.蕭淑蓮Gary夫人(地區年會表演

舞蹈)

7.陳芳美Patrick夫人(協助內輪會

事務安排)

8.許琳琳Kenchiku夫人(協助Rye

接待學生與派遣學生事務)

十三、內輪會小組長獎：
1.第一組 黃美麗Catia夫人

2.第二組 葉妍伶Doctor夫人

3.第三組 林雪敏Kneader夫人

4.第四組 江淑惠Poster夫人

5.第五組 吳冰馨Biotek夫人

6.第六組 張淑瓊Onsen夫人

7.第七組 鄭雯文Faith夫人

8.第八組 鄧采瑜Casa夫人

9.第九組 羅萍Star夫人

10.第十組 李宜蓁Printing夫人

十四、3460地區獎：

1.根除小兒痲痹捐獻獎：Concept

、Disk

2.扶輪長青獎：Pharma

3.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Ryla)：

Health

4.推薦新社友獎：Alumi、Poster 

、Sugar

5 .青少年交換功勞獎（RYE）

：Biotek、Lawyer、Archi、

David、Skyline、Kenchiku、   

Tony

6.職業特殊奉獻獎：E-Style

7.最佳輔佐獎：Patrick

8.最佳社務獎：Alumi

地
區
表
揚

▲內輪會小組長獎

內
輪
表
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