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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六月二十六

日第1234次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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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仔麵公益店1樓銀河廳。

17-18 年度 23 屆社員表揚

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時間，

Catia 陳俊清社長報告暨進行頒

發年度有功社員禮品、感謝狀。

Poster 新任秘書主持薪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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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時間，由卸職 Catia 社長致詞
及致贈卸任職員紀念品，再將象
徵薪火相傳的盃座交接給接任的
Packing 吳為楨社長。

新任社長 Packing 吳為楨伉
儷致贈卸任社長伉儷紀念禮品，
並邀請 Lawyer 前社長介紹新上
任的 Packing 社長家庭成員，
由節目主委 E-Style 介紹新年度
就任職員走星光大道出場。

2018 -19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暨七月份慶生會

成為勵志領導者

▲表揚 17-18 年度理事

▲新任社長Packing致贈卸任社長Catia紀念品



第1234次例會

上週民國107年六月二十六日
第1234次例會，舉行「社

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
暨交接典禮」，地點在台南擔仔
麵公益店1樓銀河廳。

例會由卸職的Catia社長鳴
鐘開會。

Catia陳俊清社長在致詞中
說，雖然依依不捨，該放手時還
是得放手，本年度主題「感恩、
璞真」，上任時懷著感恩謙卑的
心，璞真踏實的態度，認真去執
行今年度的所有工作計劃；一年

南門薪傳

轉眼即將飛逝，今天是本年度的
最後一次例會，首先要感謝全體
社友與夫人的一年來的全力支持
相挺包容，讓今年社務工作及活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感恩餐會

暨  交 接 典 禮

動，能夠依預定的計劃順利圓滿
完成，今年是我們加入扶輪社最
充實、最寶貴、留下最多回憶的
一年，所有的一切都是大家給我
和美麗的，感恩！有你們真好！

本年度完成多項服務：配合
各位社友捐款的-輔助台灣基督
教社會關懷協會上楓教會及台灣
陽光婦女協會，大雅區與文心、
春安國小弱勢兒少課後照輔班，
持續舉辦「扶輪之子」認養活動
，今年度總共認養有47位的扶
輪之子、配合地區的服務活動-
協辦東南社全球獎助金-埔寨國
際醫療服務及與光同行音樂會、
VTT職業團隊泰北紅豆餅師傅培
訓、扶輪日的反毒健走及宣傳、
馬拉松接力賽、自行車隊成立誓
師大會暨防毒宣導活動。還有與
台中家商延續舉辦的法治教育宣
導及175D反毒宣傳活動、申請
地區獎助金的茄荖國小偏鄉英語
教學教育計劃；協助友好社台北
南門扶輪社舉辦后里地區肝篩選
全球獎助金活動等等社區服務工
作…等。

明年度的Packing是位沉穩
踏實又積極勤奮的社長，他已準
備就緒，相信在他所領導的優良
團隊定有另一番作為，讓南門社
運更昌隆。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家庭
幸福美滿，謝謝大家！

Catia社長在致詞後，一一
感謝有功社員，頒發台中南門
17-18年度RC出席率100%社友
、資深社友、特殊貢獻人員、特
別貢獻獎(對外)、頒發出席關懷
小組長獎、頒發捐助大雅區上楓
教會/課後輔導社友獎、頒發RI
提供的保羅哈理斯獎章、內輪會
出席100%夫人、內輪會特殊貢

▲ Catia 社長自費贈送禮品給社友 ( 捐款大雅區上楓教會 - 課後輔導 ) ▲捐贈儀式－捐款給大雅區上楓教會
   （17-18年度紅箱至48,300＋社長捐款1,700元
      總計50,000元)

▲台中南門社第 23-24 屆社長交接



獻表揚、內輪會小組長獎；頒發
17-18年度理事禮品，感謝一年
來為大家服務的辛勞。

南門薪傳時間，Catit將南
門傳承的薪火盃座交給新任的
Packing社長，Packing社長和

夫人致贈卸任Catia社長與夫人
禮品，感謝他們一年來為社內無
私的奉獻。

Lawyer前社長介紹新任社
長Packing家庭成員。

P o s t e r 秘書夫人獻花給

Packing社長夫人祝賀。
Packing吳為楨社長在就職

致詞中說，南門社18-19年度這
屆的主題『包容、相挺、愛分享
』，期望南門社在24屆能在「包
容、相挺、愛分享」下，繼續完
成南門的傳承與使命。本屆重點
的社區服務，對弱勢團體的關懷
拹助更是不遺餘力，如『育英國
中創客(Maker)計畫、甘霖基金
會愛心送餐車計畫、與配合台中
中央社社區服務、持續台中家商
法治教育戲劇宣導『反毒、反霸

▲ 17-18 年度團隊歡唱畢業曲▲頒發出席關懷小組長獎

▲表揚內輪會 100% 出席獎

▲頒發內輪會特殊貢獻獎

▲ Lawyer 前社長介紹 Packing 社長 ▲獻花感謝卸任 Catia 社長夫人

▲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就任獻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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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與台中家商合作關懷偏鄉
英語教育(茄荖國小)、持續舉辦
「扶輪之子」認養活動、及配合
3461地區各項社區服務…等。
非常感謝南門全體社友及夫人的
支持與鼓勵，讓Packing有服務
大家的機會，我會用最熱忱的心
、最負責任的態度，將盡全力而
為，期不辱使命來完成這一年的
任務。希望各位社友不吝指教與
鞭策！最後祝福各位身體健康、
事業成功、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接著由新年度節目主委E-Style
介紹新任職員走星光大道出場，
新任職員穿著南洋風服裝走秀出
場，配合螢幕展示猛男身材，現

場尖叫聲連連，吸晴百分百。
娛興節目由新任糾察Tony

▲107.6.24(日)葉守正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林丙申伉儷、江輝雄

伉儷、廖進聰伉儷、劉叔綱夫人

▲107.6.30(六)陳棋釗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林洽鑫伉儷、劉柯成

伉儷、陳國輝社友

▲107.6.20(三)吳瑞隆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林耀清伉儷、曾文和伉儷、

   謝慶祥伉儷、黃木村伉儷、莊賜濱伉儷

▲ 18-19 年度職員帥氣登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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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安排卡拉OK歡唱，邀請
社友及夫人同歡。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感謝社友夫人及社友的協助、全力支持、相挺，
讓今年的家庭懇談能夠 100% 圓滿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