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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民國107年四月十日第
上週1223次例會，舉行「社務

專題演講：情慾男女，性福關係
主講人：黃士玲老師

加，像是新店碧潭社授證、台北
南門社授證活動，及參加台中后
里「防治肝癌活動」等活動，懇
請社友盡量能撥冗參加。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例會4月17日邀請高雄市性
健康協會理事、WACS世界華
人性學家協會性健康推廣委員
會主委 黃士玲老師演講：『情
慾男女，性福關係』，歡迎社
友踴躍出席。

(高雄市性健康協會理事)

會後召開理事會，請理事留
步，也歡迎社友參加。

討論 Close Meeting」。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首
先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恭
喜Ears社友夫人-Eyes，當選
2020-21年度3461地區總監
提名人，我們掌聲鼓勵 ，恭喜
Ears社友夫人。
Catia社長報告，五月份還有
很多活動，看一下報名情形不是
很理想，剩二個多月，請社友再
熱情相挺一下，能參加請盡量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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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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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3次例會

主持人：吳為楨社長當選人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四月「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由社長當選人Packing吳為楨主持

民國107年四月十日第
上週1223次例會，舉行「社務
討論 Close Meeting」，由社長
當選人Packing吳為楨主持。
進行社務討論前，Packing
社長當選人先與大家分享一篇短
文～「好朋友走到一起不容易，
朋友之間、有的強勢、有的隨和
、有厲害的、有溫順的、有計較
的、有大度的、有誠實的、有愛
面子的。其實，就好像馬鈴薯跟
番茄，本來不是一個世界的，但
卻走在了一起，因為馬鈴薯變成
了薯條，番茄變成了番茄醬，而
成了絕配。
友情亦是如此，沒有天生合
適做朋友的人，需要的是，彼此包

容，理解，改變。風風雨雨的磨合
中，改變著不合適的彼此！ 唯有
諒解不計較才可以相互陪伴。」
請各位社友不吝提出建言，
讓我們互相理解、包容及改變，
讓台中南門扶輪社能永續發展。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7-18年度
Close Meeting議題討論提案：
目標：社內氣氛融洽，社友
及夫人參與度高，能學習並成長
，有服務榮譽感，進而提昇自我
品格。
參與扶輪：出席、關懷、服
務(扶輪人 義務、責任、權益)
扶輪家庭：共識、理念、分享
一、討論提案：
1.社長提名或社內任何職務徵詢

，不宜拒絕。
決議：社內任何職務徵詢不可
拒絕。而社長提名人選經由社內
選舉推選出前三名後，由社長提
名委員會徵詢前三名意願，如前
三名人選無意擔任，則交由提名
委員會再另徵詢名單。
2.家庭懇談會舉辦方式。
決議：維持現狀，由當屆社長
與團隊決定舉辦方式，社秘不強
迫參加懇談會。(依在家中或公
司舉辦為主，簡便點心與水果為
主，聯合舉辦最多2組合辦。三
年內的新社友初次辦懇談會務必
在家中或公司舉辦)。
3.社內通訊錄是否可以提供給外
社(如新店碧潭社、台北南門
社)。
決議：社內通訊錄維持現狀(

社友可決定通訊錄內容)，社內
通訊錄不可外流。另外印製精簡
版通訊錄(內容只放社友伉儷照
片/社友手機/公司地址/公司電
話/傳真/mail)提供給外社。
4.為增添寶眷社員，建請變更本
社章程案。
說明：為響應鼓勵增加社員，
讓華語及正體中文正式成為RI官
方語文，⑴ 方 便社友登錄RI網站
，取得RI最新資訊；⑵ 也 方便各
社申請各項獎助金；⑶ 更 方便社
友參與國際扶輪會議；⑷ 同 時讓
台灣、香港等使用中文地區成為
獨立扶輪地帶，增加社友擔任RI
理事的機會；⑸ 台 灣地區每年也
可省下約四千萬元的翻譯費；所
以，提議參照RI規定，讓社友夫
人只需繳納優惠的費用，就可以
寶眷社員身分加入本社，為此，
建議增訂本社章程相關規定。
附件一：台中南門社章程變更
對照表。
附件二：D3461地區201718年度社員增長計畫書。
決議：同章變更章程新增寶眷
社友，請秘書處邀請夫人加入寶
眷社友，夫人可自行決定是否成
為寶眷社友。
(一)寶眷社員之資格：限於
本社社員之配偶，但每位社員以
一名寶眷社員為限。
(二)權利與義務：寶眷社員
只須繳納RI年度費用，免繳地區
各項負擔費用，亦免繳本社入社
費、常年社費及其他費用。寶眷
社員得參與例會及各項服務活動
，但不計出席率。寶眷社員沒有
選舉權，也不得擔任社內任何職
位。寶眷社員之其他權利與特權
，和名譽社員相同。
(三)寶眷社員所依附之社員
如喪失其社員資格，該寶眷社員
資格併同失效，但可提出申請變
更為現職社員或名譽社員，經本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四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4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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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文瑞、馮賀欽、吳為楨、莊賜濱、張國洋、吳騰彥、何志修
列席：張東霖、張廖萬煌、張光瑤、陳向榮、廖德炯、廖進聰、江輝雄
陳國輝
議題：
一、3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 Kingnet 報告。(秘書Onsen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 3月份財務報告。
二、5月8日(二)職業表揚推薦名單。(附件2)
1.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周勢濠 先生(Bond社友推薦)
2. 春耕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 羅巧英 小姐(King社友推薦)
3. 安卓餐飲公司 吳珮榕 小姐 (Bistro社友推薦)
說明：請 職業主委 Casa報告。
決議：通過並於5/8(二)表揚五位優秀員工，每人獎金5,000元及獎牌1面（
推薦人捐款2,000)。
表揚優秀員工如下：
1. 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周勢濠 先生(Bond社友推薦)
2. 春耕不動產經紀股份有限公司羅巧英 小姐(King社友推薦)
3. 安卓餐飲公司吳珮榕 小姐 (Bistro社友推薦)
4. 微程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Tony社友推薦)
5. 唐明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Poster社友推薦)
三、5月12日(六)本社主辦地區社員發展暨公共形象/公共關係研習會(DM & PI)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因5/12(六)講習會屬於整天的活動，需請15位社友支援會場，勞請各
位理事協助支援講習會。
四、5月26日(日)台北南門扶輪社邀約共同舉辦『防治肝癌活動』。(附件3)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決議：本社需派10位社友支援台中后里『防治肝癌活動』，支援時間
從上午9:00-11:30，活動地點：后里區立活動中心（后里區文化路30
號)，中午則由台中南門社設宴請客。
五、臨時動議。

Kenchiku報告明天下午兩個
服計劃相關的工作，首先參加台
中家商法治教育社區服務活動，
有十幾位社友及寶眷報名，整個
活動下午三點結束，之後請參加
法治教育的社友及夫人四點也能
夠跟我們一起到大雅上楓教會課
後照輔點，關懷整個服務計劃是
不是執行順狀況作聽取彙報。

委King報告，明天台中家商一
點前往台中家商做2015-16年度最
後一次的扶輪之子探視活動，
請認養人Onsen秘書、Archi、
Chemical、Kaepa、Gary前往關
懷，我有準備伴手禮，如果要送
畢業禮物，請認養人自行準備。
高爾夫球四月份月例賽：4
月19日與南區社PK聯誼賽，地
點：南豐球場，前二十強的選手
已公佈在群組，本週四舉辦練習
賽，地點：南峰球場。本週日另
加開第二場練習賽，地點：南峰
球場，歡迎報名參加。
五月份高爾夫球月例賽：5
月15-19日因到北海道打球，月
例賽變更到5月23日合併舉辦
Bond一桿進洞，5月25日參加新
店碧潭社授證＋利益球場打球，
請社友留意日期。
六月份高爾夫球月例賽：6
月21日舉辦隊長盃聯誼賽，地
點：國際球場。

林富金報告高爾夫

下年度國際主委賴仁淙報告

社理事會決議通過，且社員無異
議後核准之。
5.106年10月17日未決議案：如
已編列年度服務計劃預算，請
依照預算經費去實行，不宜再
另外公開向社友募款。
決議：同意通過，如超過服
務計劃預算，請私下募款基金。
二、臨時動議：

點滴
服務計劃主委林丙申報告

2015-16年度扶輪之子主

Ears報告24屆國際旅遊～澳

洲十二日（一起找尋中年的青春
冒險之旅及發呆的一天），下週
二皇家旅行社會來社裡做簡報、
及收訂金，目前報名39位，保
留10個商務艙，以資深社友為
優先，報名參加的社友下週二六
點準時前來例會地點聽取簡報。

報告上週出席率
代理出席主委Copper報告上
週率61%，達到抽水產品門檻
，恭喜Copper、King、Power、
Kenchiku中獎。

何志修主持糾察時間
Sugar報告目前紅箱捐款
已累計到31400元，感謝社
友Poster、King、Kenchiku、
Onsen秘書歡喜分享。

台 中 南 門 扶 輪 社 章 程 變 更 對 照 表
條 號

增 訂 之 條 文

增 訂 理 由

本社由品行端正，在事業或職
業上著有聲譽的成年人士組
成。
本社社員分左列四種：
一 . 現職社員
二 . 資深現職社員
三 . 退職社員
四 . 名譽社員
凡成年人士曾以傑出之服
務推動扶輪理想而有重大
貢獻者，得被選舉為本社
名譽社員。
名譽社員毋須繳納入社費
及常年收費，無投票權，
亦不具擔任本社職員之資
格；不被視為代表某一職
業分類，但有權出席所有
集會，且享有本社其他所
有特權。本社之名譽社員
無權享有其他任何扶輪社
之任何權利或特權。

本社由品行端正，在事業或職業上著有聲譽的成年人士
組成。
本社社員分左列四種：
一 . 現職社員
二 . 資深現職社員
三 . 退職社員
四 . 名譽社員
五 . 寶眷社員
( 一 ) 寶眷社員之資格。
限於本社社員之配偶，但每位社員以一名寶眷社員
為限。
( 二 ) 權利與義務。
寶眷社員只須繳納 RI 年度費用，免繳地區各項負擔
費用，亦免繳本社入社費、常年社費及其他費用。
寶眷社員得參與例會及各項服務活動，但不計出席
率。
寶眷社員沒有選舉權，也不得擔任社內任何職位。
寶眷社員之其他權利與特權，和名譽社員相同。
( 三 ) 寶眷社員所依附之社員 ( 名譽社員除外 ) 如喪失其社
員資格，該寶眷社員資格併同失效，但可提出申請
變更為現職社員或名譽社員，經本社理事會決議通
過，且社員無異議後核准之。

為鼓勵增加新社員，讓華
語及正體中文正式成為 RI
官方語文，
(1) 方 便 社 友 登 錄 RI 網
站，取得 RI 最新資訊；
(2) 也方便各社申請各項
獎助金；
(3) 更方便社友參與國際
扶輪會議；
(4) 同 時 讓 台 灣、 香 港 等
使用中文地區成為獨
立扶輪地帶，增加社
友擔任 RI 理事的機會；
(5) 台灣地區每年也可省
下約四千萬元的翻譯
費；
所以，提議參照 RI 規定，
讓社友夫人只需繳納優惠
的費用，就可以寶眷社員
身分入社。

2 第卅六條 訂定及變更本章程之社員(社
員代表)大會年月日、屆次及
主管機關核備之年月日、文號
如左：
84年1月4日第一屆第一次社
員(社員代表)大會通過。
84年2月14日(84)府社行字第
016993號函准予備查。

訂定及變更本章程之社員(社員代表)大會年月日、屆次
及主管機關核備之年月日、文號如左：
84年1月04日第一屆第一次社員(社員代表)大會通過。
84年2月14日(84)府社行字第016993號函准予備查。
107年4月10日第廿三屆第二次社員(社員代表)大會通
過。

1

第六條

原

下週 例會

條

文

107年4月24日(二)

講題：造化─生活的日常 主講人：廖偉立 建築師
(立．建築工作所(AMBi studio)主持建築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