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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暨交接典禮 】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5月
15日參加偏鄉英語輔導計劃-台
中家商、茄荖國小成果展暨結業
式，這個活動辦得很好，獲得大
家的肯定，下屆社長也答應明年
度將繼續支持此服務計劃。感謝
King主委的規劃及出席的社友。
下週二感恩餐會，希望各位
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上週第 民1 2國3 31 次0 7例年會六，月舉十 行二 日「
2018-19年度 服務計畫報告
」。
歡迎台中育英國中 陳綉娟
校長、甘霖基金會 陳麗安主任、
甘霖基金會 吳璨伃專員、台中
央 社 社 長 當 選 人 Lisa、 台 中 南
光社社長 Wesley、台中南光社
社長當選人 Mega、台中南光社
18-19 年 度 秘 書 Win、18-19 年
度 B-2 分區助理總監 Justin 及準
社友張長寬先生、Faith 母親蒞
臨與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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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6
月26日在台南擔仔麵銀河廳公
益店舉行「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
揚與感恩餐會暨交接典禮」，邀
請各位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會後有理事會，請新舊理事
留步參加。

▲南光社社當 Mega 邀請社友參加 7 月 4 日的
就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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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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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年度

下年度服務計畫搶先報

服務計畫報告

上週第 民1 2國3 31 次0 7例年會六，月舉十 行二 日「
2018-19年度 服務計畫報告
」。

服務計劃主委Faith介紹
18-19年度服務計畫受贈單位，
延續了我們南門社濟弱扶貧的精
神，點一盞溫暖光亮的燈，主要
計劃有三，1.捐贈教材協助育英
國中作育英才，2.捐贈餐車協助
甘霖基金會為弱勢長者準備餐食
，3.將協同中央社關懷守護失智
長輩。
一、「創客愛動手，行動e
學習」~育英國中圓夢計畫。
育英國中 陳綉娟校長介紹
目前教師教學教改推動共同備課
、觀課、識課所遭遇到的困難，

如難介入、教完不表示教會、教
學效能無量化標準、教師特質是
教學效能的關鍵…等。而學校所
能做的事是利用大場宣導、組教
師社群、由小而大，能動的先行
，扶弱(提昇班級經營能力)。
目前育英國中與扶輪社的服
務計劃則是在扶弱這部份，因為
全校弱勢學生（即：單親、中低
收入、身心障礙、新民住、隔代
教養…）已趨近百分之54%。
時代的進步太過於快速，
108課綱有一個生活科技，以弱
勢學生的能力，將無法融入課程
，近年教育單位更積極推動「創
客教育計畫」，「創客」英文為
maker，鼓勵學校透過正式課程
或社團進行創客教育，創客精神
強調讓學生動手實作，啟發學生

思考與學習，學校為推動創客教
育，需要建置「創客空間」，感
謝扶輪社捐贈此軟硬體設備，將
結合電腦課、資訊課、生活科技
課，讓每個學生不管什麼背景，
都可以學習使用。
二、『關懷老人愛心餐車送
餐服務」

甘霖基金會 陳麗安主任非
常感謝三年前南門社與大東公司
廖董捐贈一部車，熱心公益造福
老人，陳主任並分享甘霖基金會
的送餐紀錄片，裡面有一些志工
與社工的心聲，甘霖基金會送餐
中心歷經3次搬遷，今年5月遷至
西屯區安和路，並取名為「送餐
中心─樂饗餐廚」，場地擴大為
150坪供餐量大幅提升，未來更
規劃將空間開放為社區共餐據點
，將嘉惠更多需要幫助的人。
陳主任再次感謝南門社今年
再捐贈一部車，因為除了車輛不
足且車齡多達十多年，有時半路
拋錨，擔心延誤獨居老人和身障
者用餐…在這邊代表甘霖受惠的
服務個案謝謝大家。
三、『銀髮族關懷守護計劃
－失智不失志』

台中中央社社當葉妍伶Lisa
介紹銀髮族關懷守護計劃目標與
計畫內容，內容有四個單元：
第一單元：滋養你的心，從
觀念開始改變：配合相關影片，
來述明我們在老化的過程，如何
維持心理健康及建立一顆樂活的

心，看完影片後會有專家教你及
分享。
第二單元：長照知多少？何
時才需要？這個單元教你認識長
照，著重於如何辨識需求，選擇
哪些服務以及應對面臨變化時的
危機處置。
第三單元：你不倒、我先倒
：一位照顧生病或失能/失智的
家人，如何覺察自己的極限，改
變過去「苦行僧」的態度，同時
顧好家人也顧好自己，專家教你
好方法。
第四個單元：生活一起來：
教導年輕人如何陪伴父母，與他
們一起投入社會參與，學習如何
發展悠活的生活情趣，做一位可
以自我實現的快樂銀髮族。

上週出席率報告
出席Faith主委報告上週出
席率達70%，由Faith媽媽抽出
Yoke、Model、Lawyer、CP
Concept 四位幸運社友。

糾察報告
糾察主委Sugar主持糾察
時間，報告南光社紅箱3000元
，中央社1000元，感謝Bond
、Biotek、Poster、Doctor、
Yoke、Packing紅箱一筆。

《社區服務》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六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6月19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樓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林啟聖、吳為楨、林丙申、莊賜濱、洪富金、
吳騰彥、何志修、邱啟成、陳慶璋
列席：林耀清、劉正忠、陳國輝、張光瑤、陳向榮、林振楨、廖俊榮
議題：
一、5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
決議：通過 5月份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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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晚上18：30~19：30(社員表揚 / 內輪會表揚時間 / 社長交接)
晚上19：30~21：00(晚宴/卡啦OK時間)
地點：台南擔仔麵公益店1樓銀河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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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年度例會紅箱捐款總金額：43,400元。
說明：請 糾察主委Sugar報告。
決議：6/19再新增至48,300元，社長捐款1,700元，(總計50,000元，將捐
款至大雅上楓教會)，6/26感恩餐會邀請吳牧璋牧師蒞臨並舉辦捐贈
儀式。
四、臨時動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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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費事宜，(5/8理事會決議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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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請 Rudy PP報告。
決議：因目前花蓮地區重建計畫進度已接近完成，故不接受捐款，而也無
特別需關懷的受災戶，請秘書處發文回覆請示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
的捐獻基金該如何安排，並且關懷6/18日本大阪大地震之意。
2、18-19年度出席關懷小組報告。
說明：請18-19年度出席主委 Kingnet報告。
決議：請各小組長積極關懷極少出席的組員。
3、18-19年度服務計劃報告。
說明：請18-19年度服務主委 Faith報告。
決議：a、7月27日(五)早上10點育英國中「創客愛動手，行動e學習」—
育英國中圓夢計畫捐贈典禮。
b、8月31日(五)早上10點甘霖基金會『關懷老人送餐服務愛心餐車
』捐贈典禮。

日期：107年6月15日(四)下午2:00-4:00 地點：台中家商

偏鄉英語輔導計劃

台中家商、茄荖國小
成果展暨結業式

＊台中南門社＊家庭懇談會＊

▲107.4.23(一)張東霖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張國洋夫人、湯富淳
伉儷 、唐憲中伉儷

▲107.4.30(一)宋明吉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張耀硬伉儷、邱啟成
伉儷

▲107.5.11(五)尤瑞伯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賴仁淙伉儷、朱福民伉儷
、吳騰彥伉儷、陳國輝社友、蘇良智伉儷

▲107.5.22(二)陳向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夫人、賴文瑞伉儷、蘇良智
伉儷、張廖萬煌、陳國輝伉儷、林永成伉儷

▲107.6.2(六)林啟聖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張長信伉儷、蘇良智伉儷、趙紹清伉儷

▲107.6.6(三)賴仁淙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夫人、洪富金伉儷 、林振楨
伉儷 、陳慶榮伉儷

▲107.6.13(三)蘇朝坤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張長信伉儷、陳慶璋伉儷
、吳為楨伉儷

▲107.6.14(一)張建國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夫人、秘書、陳重光伉儷、林永成伉儷
、賴文瑞伉儷、陳慶璋伉儷

▲107.6.18(三)陳國輝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黃木村伉儷 、蔡育偉伉儷、
劉正忠伉儷

高爾夫球隊六月份月例賽
暨第 23 屆隊長盃聯誼賽暨 23、24 屆隊長交接典禮

107.6.21

下週 例會

107 年 7 月 3 日 ( 二 )

【7 月份慶生會暨 18-19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