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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講題：『過敏的大腦』
主講人：賴仁淙 Ears社友 (光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例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

上

週民國106年八月一日第
1187次例會，舉行「八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
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及歸國
報告」。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
歡迎東南門社Surgeon CP蒞
社推廣地區馬拉松活動；歡迎
吳元益與夫人，期待他盡快成
為南門社社友；歡迎派遣學生
Kenchiku社友小扶輪林子皓同
學、派遣學生詹君頎同學及母
親許女士、陳昱伶同學及母親
林女士、陳昱成參加今天的慶
生會。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Catia社長報告，今年度的
社會服務經費已經圓滿達成，
感謝社友的愛心，先代表受贈
單位謝謝大家，接下來的服務
活動也需要大家的參與，拜託
社友挪出時間共襄盛舉。
Catia社長報告，星期六舉
辦3461地區反毒宣導誓師大會
活動，我們社友不少人報名參
加，感謝自行車隊長Rich、總
幹事Sugar的相挺，感謝各位社
友的參加，謝謝大家。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邀請南門社名醫、名嘴、
名作家賴仁淙 Ears社友演講：
『過敏的大腦』，Ears特別帶
他著作的新書＜過敏的大腦＞
送給每位社友，並附上親筆簽
名，請社友例會結束後記得領
取。
下週二例會結束後召開八
月份理事會。
Onsen秘書預告特別例會
：8月15日(二)例會時間下午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13:30-16:50，地點：修平科技
大學國際會議廳(A0410)，特別
邀請謝金河先生演講『全球變
局中的臺灣經濟』，還有名額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出席。
Onsen秘書報告8月22日(
二)例會休會乙次(變更為8/178/28國際旅遊德義12天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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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87次例會

慶生活動

八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暨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及歸國報告
RYE派遣學生歸國報告-16-17年度林子皓(Kenchiku小扶輪)派遣國家(美國)
RYE派遣學生行前報告-1.詹君頎-派遣國家(德國) 2.陳昱伶-派遣國家(荷蘭)

▲八月份慶生會

上週1 1民8 7國次1 例0 6會年，八舉月行一 「日 第八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
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及歸國
報告」。
King主持八月份慶生活動，
請八月份壽星走紅地毯出場：
8月份壽星：Concord社友
(8月1日)、Kenchiku社友(8月
4日)、Denture社友(8月6日)、

八 月 份壽星 走 紅地毯

Tang夫人(8月10日)、Lobsang
社友(8月12日)、Denture夫人
(8月14日)、Fumin社友(8月16
日)、Kneader夫人(8月19日)、
Ortho社友(8月29日)、Surgeon
夫人(8月29日)、Tony社友(8月
31日)，Catia社長致贈生日紀念
品，祝福八月份生日壽星生日快
樂，事事順心。
請8月份結婚週年慶走紅地
毯出場，8月份結婚週年社友有
Biotek賢伉儷29週年(8月14日)
、E-style賢伉儷38週年(8月30
日)、E-style賢伉儷38週年(8月
30日)，Catia社長致贈紀念禮品
，並祝福永浴愛河，幸福美滿。
慶生活動節目後，Catia社
長準備巧克力花朵，送給每位社
友，提前祝福社友父親節快樂。

結婚紀念社友伉儷走紅地毯

詹君頎說，我的派遣國家是
德國(地區1810)，科隆有美麗的
是科隆大教堂高度就跟埃及金字
塔一樣高，每年7月份萊茵河畔
上有音樂會還有煙火秀，9月會
辦一個環城的路跑，科隆一個非
常重要的節慶就是狂歡節，是一
個盛大的遊行。我即將去的接待
家庭Home爸是一位外科醫生，
Home媽是一位護士，他們有三
個小孩。我的學校是以物理化學
聞名的，從Home家到學校每天
要坐30分鐘的電車。
對這一年的自我期許，是希
望德文檢定通過B1等級，就是
能正常的講話，然後一定要看德
國的足球賽，還有就是一定要搭
一次德國高速鐵路，剩下就是文
化交流、語言，希望能夠盡快融
入德國那邊的生活謝謝大家。

【RYE派遣學生行前報告】

陳昱伶說，我的派遣國家是
荷蘭，荷蘭跟台灣的大小差不多
，人口比台灣少，但平均收入是
台灣的兩倍。他們有第一大港，
荷蘭是第一個同性婚姻合法化的
國家、第一個安樂死合法化國家
，荷蘭也是填海造陸最多。首都
阿姆斯特丹，我要去的城鎮就在
他們中間，本來是一個小小農村

慶

最少一次的服務型計畫活動，每
個月一次的正式例會我都會去。
我的第一個接待家庭是頂客
族，他們沒有去教養小孩的經驗
，這3個月我們都成長了很多。
第二個接待家庭就只有一個爸爸
，非常年輕，像大哥哥一樣，我
們興趣相同，聽音樂、看書、看
電影、玩遊戲、運動、煮菜等等
。第三接待家庭他們有三個非常
小的孩子，Home爸是一個白手
起家的酒商，常開派對邀請別人
來家裡面作客。我的學校給我一
個很棒的美國高中生經驗，所有
交換生都要參加一個運動社，我
參加網球社，成績不錯交到很多
好朋友。美國的成年禮會舉辦舞
會，我還參加交換學生旅遊活動
，有將近30幾位有來自各地國家
交換學生大旅行，參觀了紐約自
由女神、尼加拉瀑布、白宮、中
央公園、波士頓、林肯紀念堂，
還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
這一年交換生活中，我成長
很多也學到很多，感謝我最堅強
後盾--台中南門扶輪社，在這裡
先祝福即將派遣出國的兩位交換
學生順利。

祝
父
親
節
【RYE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林子皓(Kenchiku小扶輪)
2016-17年度-派遣國家(美國)

◆詹君頎--派遣國家(德國)

林子浩說，我交換地區是美
國D6250，才剛回來幾天而已，
還在適應時差。接待我的扶輪社
是一個非常年輕又有活力的社，
社員平均年齡30幾歲，每個禮拜

◆陳昱伶-派遣國家(荷蘭)

，現在發展成一個城鎮，荷蘭有
3W，一是water，荷蘭是低窪
國幾乎是低於海平面，所以發展
出風車windmill，主要功能在
抽水，第三個就是木鞋Wooden
Shoes，到現在還能在路上看到
有人穿木鞋喀啦在走。荷蘭出
產鬱金香，是他們的國花。我
的Home家聽說是非常棒的家庭
，Home爸是古巴人，Home媽
是荷蘭人，有一子一女，我都跟
Home媽用email聯絡，要什麼
需求她會盡可能的幫忙，希望我
在未來的一年中可以入境隨俗，
學習他們的語言文化和傳統，可
以交到很多朋友，我也將善用我
的專長，將生活感想畫成明信片
寄回台灣，謝謝大家。

真心換絕情—普契尼的歌劇《蝴
蝶夫人》』精彩內容，讓大家在
義大利聽歌劇時能更貼切舞臺所
表演的內容。地點：長安建設2
樓會議室(中美街15號)，誠摯邀
請全體夫人及社友參加！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8
月份GOLF聯誼賽與新店碧潭社
聯誼：8月10日(四)興農球場上
午10:45開球。晚上在響海鮮餐
廳用餐，請大家向小組長報名。
十一月份國外賽-泰國打球
已開始接受報名，目前已組成一
團，希望能開二團。

3461地區~扶輪傳驛馬拉松推廣
3461地區馬拉松委員會秘
書長Surgeon蒞社推廣第一屆慈
善公益馬拉松接力賽～扶輪驛傳
，報名：7/15至9/30止，路跑日
期：11月11日，地點：苗栗縣
立體育場，延著苗栗縣立體育場
河邊2.8公里，來回共5.6公里，

景色怡人。邀請扶輪社及配偶踴
躍參加。扶輪組團體優勝獎金將
以個人名義捐贈消除小兒麻痺基
金，扶輪組個人優勝獎金將以個
人名義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邱啟成報告出席率
Faith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社友人數66人，請假3人，免計出
席1人，出席人數50人，出席率
77%。

何志修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東南社Surgeon歡
喜1000元、感謝Kenchiku，
Copper，Packing、Catia社長
、Lapping、Ryder、Lawyer、
Onsen分享並投入歡喜箱。兩位
RYE學生家長指定RYE捐款各
10,000元。

陳國輝報告國外旅遊
國際主委E-Style提醒大家8
月12日舉行南門國際旅遊～德義
的12天，要在競技場聽＜蝴蝶夫
人＞歌劇，特別在內輪會時間8
月12二(六)下午2:30~4:30，重
金禮聘李毓伶Brains夫人導讀『

▲地區馬拉松副主委Home甄選代表選手，代表南門社參加地區馬拉松路跑活動。

3461地區反毒宣導誓師大會-東豐鐵馬道
日期：8月5日(六)上午8：00報到整備

下週 例會

地點：東豐自行車綠廊

106年8月15日(二)下午13:30-16:50 講題：『全球變局中的臺灣經濟』主講人：謝金河 先生
106年8月22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因變更為8/17-8/28國際旅遊德義12天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