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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前

週民國106年十月十七日
第1198次例會舉辦「社務
討論Close Meeting」，由Catia
社長主持。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10
月13日那天我剛好到Kingnet社
友公司做職業參觀，所以當天
的扶輪之子活動，就請Onsen
秘書代理，感謝扶輪之子主委
Fumin還有社友參加扶輪之子相
見歡活動。10月19日與台中南
區社高爾夫球PK賽，是我們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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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中風新突破 - 台灣IA助人助己計劃 』
主講人：葉守正 Brains 社友（台灣腦中風學會理事長）

門每年的例行賽事，希望友誼
第一，輸贏其次，在這裡祝福
我們南門社旗開得勝。
Catia社長報告，22日的
地區扶輪日子活動，我們準時
8:30在台中都會公園門口前集
合，活動中間有一個快閃表演
，我們要設計口號，在20秒的
時間內呼口號及動作，我們有
邀請台中家商扶少團15位同學
參加，屆時由他們主導，我們
再來配合他們表演。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10
月22日舉辦「地區扶輪日」，
目前報名參加的社友及夫人共
約三十多位，再次歡迎大家踴
躍參加。提醒大家，我們當天
穿著Polylon PP送的黃色休閒
服，在台中都會公園大門口集
合，12:30全體在頂園燒鵝担仔
廚房餐廳用餐。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Onsen秘書報告，感謝CP
Concept送給每位社友花博領帶
。
Onsen秘書報告，10月24日
休會乙次，今天例會後召開理
事會議，歡迎社友參加。

上週原10月24日(星期二)第
1199次例會日期變更至10
月22日(星期日)參加地區「扶
輪日活動」。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 傳真：04-2329-4203

第1198次例會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1.年度服務計劃預算已足夠(如不
足亦可申請全球獎助金…等國
際扶輪的基金)。不宜再另外
向社友募款。
決議：待下次社務討論決議。
2. 南門社職務職掌守則。
決議：尚請CP擬定南門社職
務職掌守則，以利社友能盡快
了解南門社的社員職務。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賽事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十
月份月例賽：10月19日與南區社
年度高爾夫球PK賽，為了這年
度大賽，大家都在操兵練將，明
天還有兩組要去練球，大家辛苦
了！
比賽當天10:30集合，11:00
開球，晚上6:30在印月餐廳聚餐
聯誼，邀請夫人及沒有打球的社
友一同來用餐。

張國洋球賽前小叮嚀
▲Catia社長主持社務討論Close Meeting

前週民國106年十月十七日第
1198次例會舉辦「社務討
論Close Meeting」，由Catia社
長主持。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7-18年度
Close Meeting議題
一、討論提案：
1. 議題：如何提高例會出席率？
決議：A、請秘書處統計(針對
社內例會出席率較低的社友)，
並請CP協調關懷。
B、出席率較低的社友，請介
紹人關懷邀請參加例會。
C、Faith出席主委為提高出席
率加碼，出席率達60%、70%
、80%，抽出四位名額送不同
海產類產品。社內電影票抽獎

Copper說比賽難免有輸贏，
但比賽過程一定要保持永不放棄
的心態，高爾夫球有十八洞，每
一桿都要很慎重的去打，不要輸
一二個洞就喪失信心，當然打球
如果失誤的多，贏的機會就少，
臨場的表現很重要。我們要贏的
光榮，輸要輸得有尊嚴，請大家
要遵守打球的規則。

扶輪之子活動報告
照舊。
2.議題：如何提高參與各項活動
（如社區服務、聯合例會…等
活動)出席的意願？！
決議：新增GOOLE表單(調查
活動參加人數)並傳上秘書處
LINE通知，一同邀請夫人參
加。社內紙本表單照常統計。
二、臨時動議：

扶輪之子主委Fumin報告10
月13日我們與台中二中扶輪之子
相見歡，感謝Onsen秘書、King
、C.P.A、Kneader、Ortho夫人
參加本次活動，台中二中何校長
特別準備感謝狀贈送南門社。

國際扶輪3461地區

國際扶輪日

反毒宣傳/健走/摸彩活動/社區優質藝文表演活動
時間：2017年10月22日

地點：台中都會公園

都會園區健走

快閃表演頒獎

邱啟成出席主委報告
Faith報告前週出席率，社
友人數66人，請假5人，免計出
席1人，出席人數36人，出席率
55%。

台中二中
扶輪之子
探 訪 活 動

何志修糾察時間
糾察時間感謝Copper、Rich
、Copcept PP、Packing、Rudy
、Bond分享。

日期：
2017年10月13日

*

九月份內輪會活動

專題演講：『迷思的房地產』
主講人：洪富金 King社友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日期：9/16(六)
地點：長安建設2樓會議室

▲2017.10.24(五)林耀清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柯富揚伉儷、賴仁淙伉儷、湯富淳伉儷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9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9月5日（星期二）下午6:0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 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林丙申、吳為楨、洪富金、張國洋
吳騰彥、何志修、邱啟成、陳慶璋
列席：廖進聰、陳榮鍠、廖德炯
議題：
一、9 月12 日(二)總監公訪事宜。(附件1)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邀請助理總監Tony與會指導)
決議：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餐)，並請
秘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項，於總監公式訪
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敬請各位理事伉儷於下午
5:00到達。
二、8 月份財務報告。(附件 2)
說明：請 財務Kingnet 報告(King 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8月份財報。
三、推薦 2018~19 年度申請派遣交換學生事宜。(附件 3)
申請學生：1.興大附中 江承筠。2、興大附中 張珈瑄
3、磊川華德福 張庭瑜。4、興大附中 蘇暄捷
說明：請RYE 主委Power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推薦江承筠、張珈瑄、張庭瑜、蘇暄捷，請
秘書處發文至RYE委員會。備註：2016-17年度起，
凡不論社內或社外申請參加申請派 遣交換學生計劃
者，必需捐款1萬元至RYE基金
四、臨時動議

下週 例會

106年11月7日(星期二)

9月份臨時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6 年9 月26 日（星期二）晚上8:0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 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馮賀欽、莊賜濱、洪富金、何志修、林啟聖
列席：張光瑤、廖光亮、廖德炯、林振楨、朱福民、
劉偉傑、洪富金、陳國輝、陳重光、湯富淳
議題：
一、來賓 周鴻仁 先生申請入社。 (附件1)
簡歷如下：周鴻仁 先生
服務機構：潤盟國際有限公司 總經理
職業：行銷顧問
說明：請 推薦人Concept 報告。
決議：通過入社申請，即日起請秘書處公告入社申請資料
1星期，並連續四次出席後，第五次舉行入社宣誓。
(預計11月7日(二)慶生會宣誓)
二、10月22日(日)地區扶輪日活動。(附件2)
說明：請 秘書Onsen報告。
決議：因10/24(二)變更例會休會，改為10月22日(日)扶輪
日健行/反毒宣導活動，誠摯邀請全體社友、夫人、
小扶輪參加，已請台中家商扶少團一同參與地區扶
輪日活動。中午用餐則在頂園餐廳用餐。
三、變更例會事宜 / 參加子社及母社授證：
1.12/2(六)南光社授證(11/28(二)變更休會，變更12/2(六)
聯合例會)
2.1/10(三)惠來社授證(1/9(二)變更休會，變更至1/10(三)
聯合例會)
3.1/27(六)南區社授證(1/23(二)變更休會，變更1/27(六)
聯合例會)
說明：請 社長Caita報告。
決議：同意變更如下。
1.12/2(六)南光社授證(11/28(二)變更休會，變更12/2(六)
聯合例會)
2.1/10(三)惠來社授證(1/9(二)變更休會，變更至1/10(三)
聯合例會)
3.1/27(六)南區社授證(1/23(二)變更休會，變更1/27(六)
聯合例會)
四、臨時動議
1.10月3日(二)中秋女賓夕節目。
說明：請 代理節目主委King報告。
決議：目前安排節目內容如下。
A.Faith小扶輪才藝表演。B.Copper蕯克斯風表演。
C.男女卡啦OK P.K賽。 D.Rduy 夫人帶動唱
E.社友與夫人歡唱時間。

【11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歡新社友宣誓入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