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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1233次例會 2018民國一○七年

節目

上週民國107年六月十二日第
1232次例會，舉行「6月份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RYE學生廖安琪、陳美佳及
台中家商扶少團幹部及張長寬伉
儷及美麗的社友夫人蒞臨今天的
慶生會。
雖然約一個月沒在長榮例會
，但行程也滿檔。5月12日新民
高中舉辦地區社員及公關研習會
，在此感謝幫忙及出席的社友及
夫人，這樣的支持。
5月25日參加台北碧潭社授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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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9 年度 服務計畫報告】
（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新舊任理事列席参 ）

證暨社長交接，聯誼主委Star安
排我們打完球參加碧潭社的授證
，受到他們熱情款待。
5月26日與台北南門社聯合
舉辦社區服務『防治肝癌活動』
，比較不好意思是很多參與的社
友都被開了一張紅單，實在很抱
歉。
5月27日到溪頭參加十三社
聯合登山例會、5月31日配合陽
光基金會在文山國小及春安國小
舉辦課後照顧及扶輪之子活動、
6月2日舉辦春遊到南園一日遊
，晚上參加台北南門社授證暨社
長交接典禮，以上活動感謝各位
社友及夫人的踴躍出席。
Onsen 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 二 例 會 安 排 2018-19 年 度 服
務計畫報告，邀請台中中央社社
當葉妍伶 Lisa ～『銀髮族關懷
守護計劃－失智不失志』、甘霖
基金會陳麗安小姐～『關懷老人
愛心餐車送餐服務』、育英國中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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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綉娟校長～創客愛動手，行動
e 學習」-- 育英國中圓夢計畫，
報告明年的服務計畫，歡迎大家
踴躍參加。
6月26日(二)例會，舉行社員
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暨
交接典禮，地點：台南擔仔麵銀
河廳，請社友偕夫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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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次例會

慶生會活動

六月份 慶生會
暨 結婚週年活動

▲六月份慶生會

慶生會由節目主委Tony主
持，邀請六月份壽星走紅地毯：
☆六月份壽星：Doctor社
友(6月1日)、Spindle夫人(6月
2日)、Daniel夫人(6月3日)、
King社友(6月5日)、Faith夫人
(6月5日)、Copper社友(6月15
日)、Kingnet社友(6月30日)、
Star夫人(6月30日)，Catia社長
致贈六月份壽星紀念禮品。
☆結婚週年慶：Kenchiku
賢伉儷25週年(6月10日) 、
Yoke賢伉儷32週年(6月17日)
、Ortho賢伉儷33週年(6月8日)
、Polylon賢伉儷38週年(6月15
日)、Melon賢伉儷38週年(6月
22日)，Catia社長致贈結婚週年
慶紀念品，社長夫人致贈巧克力
，祝福社友家庭幸福美滿。
美國交接學生廖文琪、墨西
哥交換學生陳美佳一起作中文報
告：她們說，時間很快，想起剛
到台灣的時候沒有朋友也不會說

上週民國107年六月十二日第
1232例會，舉行「六月份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六 月 份 結 婚 週 年 慶

六 月 份 慶 生 會

▲

六月份結婚週年紀念
頒發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幹部證書

▲

中文，心情忑忐不安，不知道同
學好不好相處，現在很開心我們
來到台灣，交到很多很好的朋友
，雖然我們的中文到現在也說不
好；我們到台灣很多地方去玩，
像是台北101、澎湖…在台灣感
受到大家的友善及幫助，謝謝大
家。
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在本
屆扶少團年會表現優異，榮獲第
二名佳績，特邀請他們參加例會
並頒發台中家商南門扶少團幹部
證書。

何志修報告自行車交接晚宴

頒發出席獎

▲

總幹事Suage報告6月24日
晚上在金悅軒舉行自行車新舊隊
長交接晚宴，歡迎社友參加共襄
盛舉。

洪富金報告偏鄉服務
扶輪基金主委King報告，本
社贊助台中家商做偏鄉美語教育
，在6月15日(四)下午2:00-4:00舉
行成果發表暨結業儀式，地點：
台中家商，歡迎社友撥冗參加。
6月21日(四)舉行本年度最
後一次月例賽暨隊長盃，獎品、
獎金很豐富，地點：國際球場，
晚宴在与月樓舉行，歡迎社友夫
人一同參加。

▲台中中央社社長當選人Lisa（Doctor
夫人），誠摯邀請大家於7月5日中午
參加她的就職典禮。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五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5月8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B2長榮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馮賀欽、吳為楨、莊賜濱、邱啟成、洪富金、張國洋、吳騰彥
何志修、陳慶璋
列席：張東霖、周鴻仁、張光瑤、陳向榮
議題：
一、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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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份財報務報告。
二、6月26日(二)社員表揚、感恩餐會暨交接典禮流程與地點(附件2)
說明：請秘書 Onsen、節目主委 Tony報告。
決議：不另外邀請外賓，將新增簡易社長交接流程，地點於台南擔仔麵公益
店舉辦。
三、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捐款30萬日幣，由本社代為捐款至花蓮大地震重建
經費。(附件3)
說明： 請 社長Catia報告。
決議：尚請Rudy PP協助找尋花蓮地區，因大地震重建需特別關懷的受災戶
，並且連同社內社員捐款的基金共同捐助。
四、臨時動議。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Kneader主委報告
上週出席率達80.3%，Faith夫
人再加碼二位社友夫人參加抽獎
，恭喜Sugar社友、Lawyer社友

、Home社友、David、Kneader
夫人、Rith夫人抽中。
上週出席率達80.3%，抽電
影票四張，恭喜Polylon、Faith
、Casa、Pharma抽中。

＊ 台 中 南 門 社 ＊ 家庭懇談會 ＊

糾察報告
糾察主委Sugar報告紅箱目
前累計達38,000元，請各位社友
再接再勵。
感謝Copper、Bond、
Chemical、Onsen、Catia社長
、Doctor夫人、Rith紅箱一筆及
Kingnet分享成公喜悅。

▲107.4.13(五)廖光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黃吉隆伉儷、王叔榮
伉儷、張建國伉儷

▲107.4.14(六)曾文和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陳慶璋伉儷、蘇良智
伉儷、陳向榮伉儷

▲107.4.15(日)張廖萬煌 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賴文瑞伉儷、劉偉傑
伉儷、葉守正社友

▲107.4.16(一)劉正忠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夫人、邱啟成伉儷、唐瑋勗
伉儷

▲107.4.16(一)唐瑋勗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宋明吉伉儷、洪榮德
伉儷、廖德炯伉儷

▲107.4.18(三)陳榮鍠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張國洋伉儷、李祐助
伉儷、吳瑞隆伉儷

▲107.4.18(三)劉柯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邱啟成伉儷、陳潤松
伉儷、謝慶祥伉儷

▲107.4.18(三)劉銖淇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洪富金伉儷、陳榮鍠
伉儷、吳瑞隆伉儷

▲107.4.20(五)廖進聰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賴文瑞伉儷、唐瑋勗
夫人、劉正忠伉儷

▲107.4.22(日)洪榮德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林洽鑫伉儷、陳榮鍠
伉儷、李祐助伉儷

▲107.4.22(日)張耀硬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劉柯成伉儷、朱福民
伉儷、周鴻仁伉儷

▲107.4.22(日)陳慶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伉儷、林丙申伉儷、尤瑞柏
伉儷、賴仁淙社友

下週 例會

107 年 6 月 26 日 ( 二 )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暨交接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