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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伉儷及團隊的到訪。
5點20分總監與社長、秘書
展開座談，接著與Catai社長團
隊舉行社務行政會議。
進行社務行政會議時，總
監團隊與本社主委相互介紹，
並邀請本社五大主委詳細報告
17-18年度工作計畫內容及進度
，總監對本社社務的規畫及服
務成果相當讚許，並恭喜南門
社輔導創立新社『台灣馬拉松

扶輪社』，在做會議結論時，
也對本社不足之處做建言。

上週日 第民1國1 19 30次6 年例九會月，十歡 二迎
3461地區總監Five童瑞龍伉儷
蒞臨「公式訪問」。
Five總監下午5點10分準時
抵達長榮飯店1樓Lobby，Catai
社長伉儷與理事伉儷列隊歡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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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93次例會

童瑞龍Five總監

歡迎 3461 地區總監
F ive 伉 儷 公 式 訪 問
社 務 行 政 會 議

上週民國106年九月十二日第
1193次例會，歡迎3461地
區總監Five童瑞龍伉儷蒞臨「公
式訪問」。

Catai社長致詞，歡迎Five總
監率領地區團隊蒞臨南門社公式
訪問，同時歡迎與會佳賓。本社
在CP Concept及歷屆社長的領
導及全體社友、夫人共同參與、
努力耕耘下，已奠定良好基礎，
擁有優良南門文化精神，讓我們
社務進行非常順利，本屆在我們
最有活力、幹勁的Five總監團隊
領導下，短短二個月，我們陸續
完成服務計畫捐助弱勢學童照輔
的二個案例，及文山、春安國小

扶輪之子認養、RYE的接待工作
、德義十二天國際旅遊，另外配
合地區的服務計畫活動，已在陸
續進行中，這都是理事團隊的認
真執行與社友夫人的全力配合，謝
謝大家，有你們真好！

B-2分區助理總監Tony介紹
Five總監，Five總監的專業是醫
院管理，是童綜合醫院社團法人
副董事長，學經歷非常豐富，是
現任衛生福利部醫院評鑑及教學
醫院評鑑常委、現任台中市警察
之友會常務理事、曾任中華民國
工商建設研究會中區聯誼會第25
屆會長，從這可以看得出來，總
監對地方服務涉獵非常的投入，
願意貢獻他忙碌的時間。在扶輪
經歷方面，2003加入台中港東
區扶輪社、2006-07擔任社長、
2009-10擔任台中縣第五分區助

理總監、2012-13擔任地區助理
總監，也多次參加世界年會…花
若開放，蝴蝶自來，在2015年提
名3461地區總監，這短短10年
中，從社友成為總監，這是值得
我們學習的。今年度為承擔3461
地區第一屆總監，7月10日以68
歲之齡，帶領著14位團隊到玉山
攻頂，讓我見識到總監的充沛活
力。希望在Five總監的帶領下，
3461地區能做出更多的服務。

Five總監致詞說，來到這裡
，只有學習及將南門社值得大
家學習的地方，在公式訪問時
分享給別的社參考，我要感謝
CP Concept對南門社創下這麼
好的文化及制度，讓南門社過去
在3460有非常輝煌的成績，今年
3461更需要南門社來襄助，讓
3461地區的扶輪社刮目相看及學
習。尤其剛提到未來南門社跟我
們總監團隊一起交流如何讓南門
社做的更好，為社區貢獻更多。
唯一美中不足是南門社有扶少團
但沒有扶青團，目前少了一個扶
青團，RI社長提到未來方向是新
世代聯誼，這新世代可以降低社
齡，今年度RI希望能有二位40歲
以下新社友，還有女性社友，以
利活化社團。還有申請全球獎助

▲總監伉儷與社長伉儷互贈紀念品

總 監 夫 人 座 談 會

棋釗Illig、江輝雄Lapping、林
永成Living、洪榮德Yoke、宋
明吉Disk、張耀硬Pharma、陳
潤松C.P.A、陳榮鍠Concord。
＊15-16年度扶輪之子認養
人：張光瑤Concept、陳重光
Chemical、黃木村Kneader、唐
瑋勗Ortho、湯富淳Art、林振
楨Kaepa、劉叔綱Gary、劉柯成
Archi、陳潤松C.P.A.、陳榮鍠
Concord、洪富金King、馮賀欽
Onsen、吳騰彥Tony。
＊17-18年度扶輪之子認養人
：林永成Living、陳俊清Caita、

頒發保羅哈里斯之友感謝狀

保羅哈里斯會員

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章

金部份，如何透過扶輪來申請全
球獎助金，來改善社區、服務社
會？南門社已捐獻很多錢給RI，
更應該利用RI基金會管道，申請
回來服務社區，這兩個地方是未
來我們要努力的。
今年RI社長提倡的一人一樹
救地球，也是地區的重點工作之
一，透過植樹造林，減少氣候變
遷，改善空氣污染，這是身為地
球村一份子責無旁貸的使命，讓
我們一起為改善世界努力。
請總監頒發保羅哈里斯會員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感謝狀、保
羅哈里斯之友感謝狀、扶輪之子
獎章、南門社地區團隊聘書。

＊保羅哈里斯會員：張光瑤
Concept、宋明吉Disk。
＊本年度保羅哈里斯之友：陳
俊清Catia、劉偉傑Bistro、陳國
輝E-Style、何志修Sugar、趙紹
清Surgeon、柯富揚Herbs、許
茂億Polo。
＊本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張建國Ryder、蘇朝坤Bob、陳

吳為楨Packing、張國洋Copper
、廖進聰Power、劉正忠Biotek
、邱啟成Faith、莊賜濱Poster、
朱福民Fumin、蘇良智Skyline
、林丙申Kenchiku、曾文和
Deco、林啟聖Kingnet、張東霖
Casa、何志修Surgar、趙紹清
Surgeon、柯富揚Herbs、許茂
億Poolo、張建國Ryder、蘇朝坤

Bob（非社友3位）
＊扶輪之子持續捐款人：王叔
榮Lawyer（非社友四位）
＊頒發地區團隊聘書
(1)擔任地區諮詢委員會副主
委、3461地區總監提名及地區選
務委員會主委、地區全球回饋基
金委員會主委：張光瑤Concept
。(2)地區親睦委員會副主委、

頒發15-16年度扶輪之子認養人獎章

頒發地區團隊聘書
地區自行車委員會副主委、地區
馬拉松委員會副主委、地區登
山委員會主委：張廖萬煌Home
。(3)地區登山委員會主委：宋
明吉Disk。(4)地區年會寶眷聯
誼組組長、地區新社擴展委員
會副主委：陳俊清Citia。(5)地
區扶輪之子委員會主委、地區
RYE諮詢委員、地區RYE緊急
事故協組長、地區扶少團委員：
王叔榮Lawyer。(6)地區新世代
服務暨交換NGSE委員會主委、
地區RYE諮詢委員、地區RYE
STEP短期交換協調組長、地區
扶少團副主委：劉柯成Archi。
(7)地區RYE第二分區協調人：
林丙申Kenchiku

頒發17-18年度扶輪之子認養人獎章

地點：台中都會公園，時間：早
上8:30-12:00。
年會主委Master報告今年度
地區年會日期變更為3月25日，
地點改在全台最完善的洲際棒球
場迷你蛋，停車非常方便。
扶輪之子主委Lawyer邀請
各位社友踴躍參加扶輪之子認養
活動，扶輪之子可以有效提昇扶
輪形象。
人才庫主委Planner邀請社
友及執秘把每次例會的演講者
資料建檔在地區的人才庫網站，
3461地區有50個扶輪社，每社
一年二十幾位演講者資料，就會

有一千位以上的人才庫資料，供
節目主委使用。
馬拉松主委Tony報告，今天
是馬拉松團隊唯一一社來兩次，
因為南門社非常重要，Concept
擔任總監那年帶領扶輪社開啟了
慢跑的火種一直延續到現在，希
望這個火種能持續不滅。
3461地區第一屆扶輪盃馬拉
松接力賽，一隊八位，每人六公
里，舉辦時間是11月11日早上
05:00-13:00，地點：苗栗縣立
體育場。歡迎全體社友伉儷、社
友公司員工共襄盛舉，踴躍報名
參加。

地區團隊宣傳地區活動
地區服務計畫主委Trading
報告扶輪日活動，10月22日舉辦
地區扶輪日活動，歡迎扶輪全家
福踴躍參加，有摸彩活動，奬項
非常豐富，參加人員要事先填寫
報名表，才可以參加摸彩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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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公訪社友與夫人與FivE總監伉儷暨團隊合影

日期：106年9月26日

孫旭群 PhD 博士 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