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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 周鴻仁 Innovation 宣誓入社】

上週民國106年十二月廿六
日第1208次例會，舉行「
2018-19年度理事選舉」。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周鴻仁總經理，下週二將正
式將周鴻仁迎娶進南門扶輪社
，記得邀請夫人參加。
Catia社長報告，感謝職業
主委Casa安排的職業參觀，當
天很精采，對海產事業有興趣
的人可以投資，龍膽石斑、白
蝦...都非常有潛力。
感謝Star舉辦南門秋季旅遊
，很休閒很精采的二天一夜行
程，也感謝各位社友的參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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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選舉
第24屆的社長、理事、第26屆
社長提名人，希望大家可以選
出心目中理想社長人選。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週二舉行元月份慶生會暨歡迎
新社友周鴻仁(煙斗周)宣誓入社
，請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
1月9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因變更至1月10日(三)惠來扶輪
社授證慶典暨聯合例會。
1月23日(二)例會休會，因
變更參加1月27日(六)台中南區
社授證慶典暨聯合例會，歡迎
社友踴躍報名。
Onsen秘書報告，感謝Star
帶來精美桌曆及Poster帶來水果
月曆，要送給各位社友，散會
時記得索取，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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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8次例會

2018-19年度 理事選舉

▲2018-19年度理事選舉

民國106年十二月廿六
上週日第1208次例會，舉行「
2018-19年度理事選舉」。
Catia陳俊清社長主持「
2018-19年度理事選舉」，秘書
Onsen宣佈出席人數41位，請
Star和Poster分發選票，請Illig
和Copper負票唱票，請C.P.A、
Model負責計票，請Art、Archi
負責監票。

社友們經過圈選、投票、計
票，產生2018-19年度第24屆理
事：陳慶榮、吳為楨、劉正忠、
林耀清、邱啟成、莊賜濱、吳騰
彥、張東霖、陳國輝、何志修，
共十位。

▲

▲

常務理事：吳為楨、林耀清、莊
賜濱。
理 事 長：吳為楨。
監
事：陳俊清、洪仲明、
林啟聖。
常務監事：陳俊清。
同時確立了2019-2020年度
南門第廿五屆社長當選人是林耀
清Rich。
Packing社長當選人發表感

▲

▲

▲

▲

分發選票

投票

圈選

言，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為大
家服務，選舉過程順利、和平，
與想像中一樣，感謝大家的疼惜
，選出的職員都是來為大家服務
的，如果各位社友有比較好的需
求或建議，或是能讓社裡活力重
現的建議，請大家不吝提出，在
此恭喜第25屆社長提名人Rich高
票當選。

25屆社長提名人林耀清Rich
發表感言，感謝各大家的支持，
深深覺得責任重大，在25屆這年
一定會想辦法將社務做得盡善盡
美，好的建議也歡迎大家提出，
謝謝大家。

STAR會議

南門新世代服務
Archi PP劉柯成分享

提名委員會主任委員Polylon
李祐助報告，接著進行20202021年度第26屆社長人選提名
，每張選票請圈選3位(不能多、
也不能少)，圈選人選需要四個
因素，一、要有熱情度，二、出
席率高，三、扶輪經歷要豐富，

▲計票

在社內曾擔任過多項職務，四、
要有扶輪年資，請大家根據這四
個因素選出自己理想中最適任的
第26屆社長提名人。
今天將選票密封，等待未出
席的社友通信投票彙集後，由提
名委員會擇期開票統計，挑選3

位人選，再經徵詢程序後，公佈
社長提名人選。

點滴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元
月份GOLF聯誼賽：1月18日(四)
與新店碧潭社外地賽，原訂長庚
球場，因作業疏失，場地變更為
長安球場。

陳慶璋報告秋遊
聯誼主委Star報告上週五、
六舉辦的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
職業參觀瀚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感謝Kingnet社友安排，有得
吃又有宅配到府的龍膽石斑，非
常感謝。接著到墾丁享受碧海藍
天的美景，感謝社友及夫人的參
加。

出席率報告
Faith報告上週出席率達64%
，達到抽獎門檻，Faith特別加
碼升級獎品是「紅條」，幸運中
獎的社友是Yoke、Art、Tony、
Brains。

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Poster、Packing、Rich、Onsen
秘書分享並歡喜一筆。

下週 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12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6 年12 月12 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 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林啟聖、林丙申、張國洋、何志修
列席：柯富揚、廖俊榮、王叔榮、張東霖、廖光亮、黃吉隆、陳來發、湯富淳
陳重光、林振楨、朱福民、張光瑤
議題：
一、11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 報告。
決議：通過11月份財務報告。
二、Spindle社友提出資深社友申請。
Spindle社友扶輪年資：83年11月15日入社(23年)、年齡：70歲南門內規規定：
a、資深社友認定為(社友年資+年齡≧85以上)故可以向社內理事會提出申請。
b、資深社員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資格照計算)，年度表揚大會以資
榮耀獎勵。
說明：請 秘書Onsen報告(社長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並依照南門內規規定辦理。
三、2018年3月25日(日)3461地區第一屆地區年會於台中市小巨蛋(台中市崇德路
洲際棒球場隔壁)舉行。社友需自費每人2,000 元(社友費用為：分攤費800+
註冊費1200，採全體報名或者自由報名？)。夫人註冊費每人1200 元(是否比
照以往由社內補助，鼓勵出席參加？！)
說明：請 社長Catia報告。
決議：社友全體報名(自費2000元)，為了鼓勵夫人出席參加，夫人報名則由社
內補助報名費每人1200元。
四、3461地區年會南門社負責年會寶眷聯誼組。
註：經11月份理事會決議寶眷聯誼節目採三個方向，並成立寶眷聯誼委員
會夫人的意見。
1.請陳秀真老師教導製作〝護唇膏及護手霜〞。
2.歐客佬教導-如何沖泡醇香的咖啡。
3.百貨公司專櫃教導〝流行彩妝〞。
說明：請 社長Catia報告。
決議：眷聯誼組節目目前分三個教室(三個場次各50人，預計參加人數450人)，
需請15位理事與社友協助支援現場佈置、排隊隊伍安排。寶眷聯誼組節
目內容，尚請Concept CP與中友百貨協調專櫃教導〝流行彩妝〞。
五、鼓勵寶眷入社。(詳如附件2)
註：3461地區總監辦事處鼓勵各社(理事會團隊社友之寶眷入社者，或各社
達5-10位寶眷入社者，Five總監頒贈五千元，DGE Mintong頒贈五千元
。若各社達11位以上寳眷入社者，Five總監頒贈1萬元，DGE Mintong頒
贈1萬元。)
說明：請 Lawyer PP報告。
決議：此項議題待至4/24(二)社務討論， 並請Lawyer PP提出寶眷入社的內
規。
六、臨時動議
1.申請青少年交換學生計劃。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 Kenchiku計劃報告。
決議：通過凡經由南門社申請青少年交換學生計劃（社友或非社友）需捐款
2萬元（註：派出培訓1萬元、接待外籍學生1萬元)至青少年交換基金
，並請推薦的社友並需負責學生的派出培訓及接待外籍學生的責任。

107年1月10日(星期三)

【 惠來扶輪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