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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批准：1994年10月31日  授證日期：1995年元月4日  輔導社：台中南區扶輪社  金蘭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雙子社：大阪大東中央扶輪社 

專題演講：『來自北國』。
原11/28日(二)例會變更到

12/2日(六)參加子社-台中南光
社四週年授證並聯合例會，因
南光社變更為旅遊授證(12/9-
10)，不邀請外賓，故11/28(二)
恢復為正常例會(專題演講)。造
成不便，敬請見諒！

上週民國106年十一月十四
日第1202次，舉行「台中

南門社授證23週年慶唺典」，暨
與台中南區扶輪社、台中惠來
扶輪社、台中南光扶輪社聯合
例會。金蘭社、友好社、三結
義社，還有台中市區各友社社
長和社友蒞臨祝賀。

前週民國106年十一月七日第
1201次，舉行「11月份慶

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歡迎新社
友 吳元益Melon宣誓入社」。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11
月2日上星期四舉行台中一中、
大明國小扶輪之子相見歡活動
，感謝參加社友、夫人、小扶
輪，也謝謝主委Fimin的禮物。

今天非常歡迎Melon正式加
入我們南門大家庭，成為我們南
門的一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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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祝福11月11日代表本社參

加馬拉松的社友及夫人，馬到
成功，拿到好成績。

下週授證典禮，我們的友
好社新店碧潭社報名三十幾位
，台北南門社報名十八位，輸
人不輸陣，請社友及夫人熱情
參與。

今天適逢立冬，立冬就要
補冬，有請長榮飯店準備燒酒
雞給大家補冬，立冬後天氣會
愈來愈冷，早晚溫差大，記得
添衣保暖。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舉行台中南門社23週年授
證慶典，請社友及夫人五點以
前到達會
場迎接來
賓。

1 1 月
21日(星期
二)例會邀
請王村煌(
薰衣草森
林執行長)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專題演講：『來自北國』         主講人： 王村煌 執行長
                                                                   (薰衣草森林執行長)＊例會後召開11月份理事會



第1201次例會

前週民國106年十一月七日第
1201次，舉行「11月份慶

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歡迎新社

友 吳元益Melon宣誓入社」。
Tony節目主委主持慶生會，

請十一月份結婚週年慶走紅地毯
出場。

11月份結婚週年伉儷有：
Deco伉儷(11月3日)、Rich伉儷
27週年(11月21日)、Ryder伉儷

▲11月份結婚紀念

慶祝生日、結婚週年、歡迎新社友

11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祝活動

暨 歡迎新社友 吳元益Melon宣誓入社

▲11月份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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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週年(11月26日)、Star伉儷30
週年(11月14日)、C.P.A.伉儷37
週年(11月13日)、Concept伉儷
39週年(11月5日)，Catia社長致
贈結婚週年伉儷紀念禮品，社長
夫人致贈每對社友伉儷巧克力，
祝福感情甜甜蜜蜜。

☆十一月份壽星：Disk夫
人(11月6日)、Lawyer夫人(11
月10日)、Skyline夫人(11月1
日)、Spindle社友(11月15日)、
Polylon夫人(11月16日)、Fumin 
夫人(11月29日)、Ortho夫人(11
月30日)、Sugar夫人(11月30日)
，Catia社長致贈壽星生日禮品。

歡迎新社友Melon吳元益入
社儀式，腳踏車隊友精心準備別
出心裁的西瓜氣球及全體社友用
熱烈的掌聲歡迎Melon入場。

介紹人Packing介紹Melon吳
元益因自行車與南門社結緣，而
且在自行車隊出席率相當的高，
歡迎他做我們南門社的好兄弟。

Melon吳元益自我介紹說，
我的社名為什麼叫Melon？因為
我的外號叫「西瓜」，西瓜的英
文叫Watermelon，所以社名就

用Melon。我堂哥也是做廚具系
統的，他很瘦但肚子很大，大家
叫他大西瓜，因為我是弟弟，所
以大家就叫我小西瓜。後來年紀
大了就變成西瓜，這便是「西瓜
」外號的由來，我有兩個女兒。
我出生於南投中寮鄉，畢業於明
道高職，畢業後即進入廚具領域

▲歡迎新社友 吳元益 Melon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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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1999成立亞麗興業有限公
司，2013年成立歐芮寶國際有限
公司，代理Coptlife義大利進口
廚具。加入南門自行車隊也快六
年了，這段時間在自行車隊認識
很多的好朋友，促成了入社的動
機。

RYE學生廖安琪、林美佳用
中文簡單分享近期生活。

Catia社長頒發十一月份零用
金。

林丙申報告登山活動
登山隊長Kenchiku報告11

月17-18日登山活動舉辦秋遊兩
天一夜行程，地點：宜蘭礁溪、
草嶺古道芒花季，目前還剩一個

房間兩個床位，如果社友或夫人
有興趣可以私下報名。

林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King總幹事報告11月高爾夫

球月例賽：11月16日(四)在國際
球場打球，上午10:30集合，在
國際球場用餐。

提醒社友泰國國外賽日期：
11月23日(四)～11月27日(一)。

延續上年度茄荖國小課後輔
導計劃的相見歡活動訂於11月9
日(四)舉行，下午2:00。地點：
茄荖國小，歡迎社友及夫人撥冗
參加。

張廖萬煌報告馬拉松活動
Home報告地區馬拉松接力

賽日期為11月11日(六)上午5:00-
下午13:00。地點：苗栗縣立體
育場，南門Ａ組是健康路跑組
，6:30集合，6:45分起跑，接力
賽組6:45集合，7:00起跑，參
加社友Gary、Poster、Tony、
Rich、King、Kenchiku、Polo
、Surgeon。南門A組(3公里)組
員有C.P.A.夫人(張斯芳)、Catia

社長、Home、Packing、Star、

點滴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10月17日（星期二）下午6:0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B2玫瑰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林啟聖、吳為楨、林丙申
      洪富金、張國洋、吳騰彥、何志修、邱啟成、陳慶璋
列席：林耀清、柯富揚、朱福民、湯富淳、廖俊榮、陳重光
      張光瑤、陳向榮、劉叔綱、廖光亮、黃吉隆
議題：
一、9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
決議：通過9月份財報。
二、11月14日(二)南門社第22屆授證典禮流程、節目流程進度

　　事宜。(附件2)

說明：請 秘書Onsen、節目主委Tony報告。
決議：敬請全體社友與夫人參加南門社23週年授證，並請提

早到場迎賓接待。並請秘書 Onsen與節目主委 Tony
詳細規劃安排，請秘書處統計桌數。

三、臨時動議

1.新社友連續四次出席例會，如遇社內變更例會（新社友如
不能參加），是否是照算連續次數？

決議：請秘書處先發通知(例會時間)邀請新社友參加例會，
如遇變更例會(連續次數不變，不在此受限)，就依照
安排的時間參加例會。

                       10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台中家商扶輪之子相見歡

Brains、Bob、Art。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主委Poster報告前

週出席率，社友人數66人，請假
2人，免計出席1人，出席人數
48人，出席率73%。達到Faith
主委獎勵出席摸彩標準，恭喜四
位幸運中獎人～Model、Gary、
Surgeon、Rich獲贈草蝦一盒。

何志修糾察時間
Sugar糾察報告目前我們的

紅箱金額已累積到17,000元，另
分享Poster在10月28日當天打高
爾夫球180碼一桿進洞，特於11
月19日，在霧峰球場舉辦一桿進
洞邀請賽，奬項由Poster提供，
晚上在金悅軒餐廳請大家吃飯，
分享一桿進洞喜悅。

▲2017.11.10(五)林振楨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
   秘書夫人、洪富金伉儷、廖進聰伉儷、蘇朝坤伉儷

日期：2017年11月15日 

台 中 南 門 社 家 庭 懇 談 會



第1202次例會 聯合例會

暨與 台中南區社、台中惠來社、台中南光社 聯合例會

上週民國106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1202次，舉行「台中南

門社授證23週年慶唺典」，暨與台
中南區社、台中惠來社、台中南
光社聯合例會。

晚上六點司儀Onsen秘書請
Catia社長鳴鐘開會，揭開慶典序
幕。聯誼Star介紹金蘭社-新店碧
潭社、友好社-台北南門社、三
結義社-石岡社、鹿港東區社，
以及台中市各友社社長和社友。

司儀Onsen秘書主持例會慶
典，慶祝台中南門社23週年，慶
生頌時間，逐一介紹歷屆社長伉
儷走紅毯出場，接受全體社友鼓
掌歡呼，並由Catia社長帶領切

▲Catia陳俊清社長主持台中南門扶輪社授證23週年慶典

蛋糕祝賀。
Catia社長在致詞中感謝歷

屆社長、全體社友、夫人，全力
的支持，也報告今年度本社已完
成及待完成的各項社務活動。

地區總監童瑞龍Five致詞中
，除了稱
讚本社外
，更不外
宣揚扶輪
精神，將
社友的智
慧與活力
結合起來
，相信我
們一定有

這個能力來改善我們的社、改善
社區，進而改善我們的世界，實
現今年RI社長「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的願景。

輔導母社-台中南區社社長
Wright周明立、金蘭社新店碧潭
社社長Car蔡鎮杰、台北南門社
社長Alan陳永裕上台致賀詞，祝
福本社23歲日生快樂！

▲迎賓序曲

台中南門社 授證23週年慶 唺典



介紹歷屆社長伉儷進場



Packing吳為楨社長當選人
在致詞中，感謝貴賓的蒞臨，榮
幸擔任台中南門社2018-19年度
社長職務，學習CP Concept的
家教「愛鄉、愛土、愛自己的某

」，繼續傳承南門優良傳統，全
力以赴，讓南門社更優質。

南門晚宴由Tony、King主
持，開場由社長率領社友及美麗
的夫人跳一首「寶島曼波」熱鬧
開場；Copper專業級薩克斯風
表演「我的心裡只有你沒有他」
、「至少還有你」，接著上場是
華麗的「宮廷」舞蹈，雍容華貴
的妝容及服裝，彷若置身歌劇院
觀賞一樣，驚豔大家的眼球。

卡拉ＯＫ時間，台北南門社
友合唱「你是我兄弟」；精采姐
妹花Daniel夫人、Casa夫人性感
歌舞表演「舞女」、「愛情的恰
恰」；金蘭社-新店碧潭社與社

友們合唱「朋友」、「可愛的玫
瑰花」；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精
采熱舞表演；13-14社秘聯誼歡
唱「歡樂喜鼓」；17-18社秘合
唱「朋友情」、17-18助理總監
Tony薩克斯風演奏「今生最愛
的人」及17-18副秘書長Archi薩
克斯風演奏「Light up Rotary
」助興；消脂時間-Rudy夫人帶
動唱「熱線你和我」；Denture
伉儷深情演唱「夢中的情話」;
台北南門社PDG Amko義大利
歌曲演唱。

最後在全體社友及夫人大合
照後，台中南門社授證23週年慶
典圓滿結束！

台 中 南 門 扶 輪 社 授證23週年精彩節目

▲Five總監致賀詞 ▲台中南區社社長Wright致賀詞 ▲台北南門社社長Alan致賀詞

▲新店碧潭社社長Car致賀詞

▲Packing社長當選人致謝詞

▲授證慶典貴賓雲集，Concept CP
　誠摯邀請大家蒞臨明年的台中花博展



台 中 南 門 扶 輪 社 授證23週年精彩節目

下週 例會 106年11月28日
(星期二)                

講題：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從一部1999年的好萊塢科幻電影《駭客任務》回想起 …

講師：張廣田 先生  (展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