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長：吳為楨　　秘  書：莊賜濱　　財  務：陳慶榮

理  事  會

吳為楨、陳俊清、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張東霖、邱啟成
洪仲明、劉正忠、陳國輝、林啟聖、吳騰彥、何志修

＊社務行政：林耀清
＊社　　員：張東霖
＊服務計劃：邱啟成
＊扶輪基金：洪仲明
＊公共關係：劉正忠
＊金蘭友好：陳榮鍠
＊雙  子  社：張耀硬
＊新  世  代：洪富金

＊糾　　察：吳騰彥
＊節　　目：陳國輝
＊聯　　誼：何志修
＊出　　席：林啟聖
＊社　　刊：賴文瑞
＊健康活力：馮賀欽
＊膳　　食：湯富淳
＊社區服務：邱啟成

＊職業服務：陳慶璋
＊國際服務：賴仁淙
＊扶輪之子：劉偉傑
＊ＳＴＡＲ：李祐助
＊　ＲＹＥ ：張長信
＊美學推廣：林振楨
＊職業分類：黃木村
＊社員發展：莊賜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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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I.批准：1994年10月31日  授證日期：1995年元月4日  輔導社：台中南區扶輪社  金蘭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雙子社：大阪大東中央扶輪社 

上週民國107年八月七日第
1240次例會，舉行「八月

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 張長寬
Vino宣誓入社暨RYE派遣學生
歸國與出國行前報告」。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準社友張長寬全家福及
RYE歸國學生詹君頎、陳昱伶，
RYE派遣學生蘇暄捷、江承筠、
2003-04 RYE 學 生 王 聖 斐、
2005-06RYE 學生王虹雅，兩位
是Lawyer的小扶輪，非常優秀。

Packing 社長報告，Kingnet
特別商請 Art PP 協助準備美味
的雞酒，分享成“公”喜悅。

祝福八月壽星”吉祥”，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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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週年 " 如意 "。
8 月 4 日「扶輪基金會研

習會」，謝謝參加社友 Archi 
PP、Poster、Innovation。

恭喜 RYE 歸國學生，也祝
福即將派遣的學生一帆風順。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例會邀請 B-2 分區助理總監陳
文明 Justin 演講：『如何玩出意
義把扶輪社搞瘋』，談如何創造
創新與創心的扶輪社，請大家踴
躍參加。

例會後召開總監公訪行前會
議暨 8 月份理事會，特
別邀請助理總監 Justin
與會指導。

Poster 秘書報告，
8 月 31 日星期五早上
10:00，舉行社區服務
- 甘霖基金會『關懷
老人送餐服務愛心餐
車』，地點：台中市政
府，請社友撥冗參加。

Poster 秘 書 報 告
內輪會通知：8 月 18

成為勵志領導者

日 ( 六 ) 下 午 2：30~4：30 內
輪會聯誼活動『動手設計你的多
肉療癒小盆栽，講師：吳秀敏老
師』，地點：長安建設2樓會議室。

專題演講：『如何玩出意義把扶輪社搞瘋』   

主講人：陳文明 Justin (B-2 分區助理總監、3461 地區 RYE 主委 )

Packing 社長、Innovation、Archi PP、Poster 參加
地區舉辦的扶輪基金會研習會



第1240次例會

上週民國107年八月七日第
1240次例會，舉行「八月

份慶生會暨歡迎新社友 張長寬
Vino宣誓入社暨RYE派遣學生
歸國與出國行前報告」。

節目主委E-Style主持八月
份慶生活動，請8月份壽星走紅
地毯出場，八月壽星Concord社
友(8月1日)、Kenchiku(8月4日
社友)、Denture社友(8月6日)、
Melon夫人(8月8日)、Tang夫
人(8月10日)、Denture夫人(8月

慶生會/歡迎新社友/慶祝父親節/REY歸國.行前報告

▲八月份慶生會

八月份慶生會
暨 歡迎新社友 張長寬Vino宣誓入社
暨 RYE派遣學生歸國與出國行前報告

14日)、Fumin社友(8月16日)、
Kneader夫人(8月19日)、Ortho
社友(8月29日)、Surgeon夫人(8
月29日)、Tony社友(8月31日)
，Packing社長致贈生日禮品。

8月份結婚週年社友伉儷有
Biotek伉儷8月14日(30週年)、
E-style伉儷8月30日(39週年)，
Packing社長致贈結婚週年生日
禮品。

明天是父親節，節目主委
E-Style準備一段影片，祝福社
友父親節快樂。社友夫人也將事
先準備的蘋果送給辛苦的老公，
祝福另一半平平安安，父親節快
樂！

Packing社長也備有一份神

八月份結婚週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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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小禮物，送給每位社友，增進
夫妻 "性" 福。

RYE委員會主委Ben邀請
17-18年度派遣學做歸國報告，及
18-19派遣學作行前簡短報告。

18-19年度本社派遣學生
共四位，一位台中家商學生是
Lawyer推薦，另外三位是興大
附中學生，由Kenchiku推薦。

▲父親節禮物 - 蘋果，祝福平平安安

歡迎生力軍
張長寬 Vino 宣誓入社

高爾夫球隊精心安排儀式，歡迎新
社友及隊友，一起歡迎 Vino 張長寬正
式成為南門扶輪社友。

新社友 Vino 宣誓儀式完成後，由
推薦人 Bond 介紹 Vino 社友。

新社友張長寬 Vino 自我介紹，
介紹家庭成員及公司營業內容

▲父親節神秘小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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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8RYE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邀請詹君頎同學（派遣國
家-德國）、陳昱伶（派遣國家
-荷蘭)作歸國報告。

18-19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報告

邀請蘇暄捷(派遣國家-德國
)、江承筠(派遣國家-丹麥)作簡
短行前報告。

林丙申報告登山活動
Kenchkiu報告8月19日舉行

登山活動，地點：大雪山，歡迎
有興趣的隊友及社友踴躍報名。

服務計畫主委邱啟成報告
上個月社區服務-育英國中

圓夢計劃圓滿完成，Faith代替
育英國中的學弟妹謝謝大家的慷
慨解囊。8月31日（星期五）甘
霖基金會獨居老人送餐車捐贈儀
式，敬請社友撥冗參加。

張廖萬煌報告扶輪日活動
運動委員會主委Home報告

10月28日扶輪日活動～路跑結
合花博宣傳活動，邀請社友及夫

人參加3公里健走，結束後主辦
單位，將贈送大家一件衣服、浴
巾、獎牌，總監買了4,000張花
博券給參加者。

陳國輝預告中秋節活動
節目主委E-Style預告中秋

女賓夕活動將到台中評比最好的
民宿－樹也（山中傳奇），時間
：9月25日，現場備有巴比Ｑ，
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出席報告
代理出席主委Melon報告上

週出席率80%，先抽80%出席獎
，恭喜Living、Child抽中電影
票。

出席委員會獎，恭喜Home
、Art、Printing、Ben、Faith、
Spindle各獲玉溪米一包。 

為慶祝父親節，Packing社
長特別加碼贈送神秘小禮物，恭
喜Polo、Gray、Kneader、Star
、Lapping夫人、Alumi夫人、
E-Style夫人、Ryder夫人獲獎。

RYE歸國報告：詹君頎 - 派遣國家(德國)、陳昱伶-派遣國家(荷蘭) RYE行前報告：蘇暄捷 (派遣國家-德國)

RYE行前報告：江承筠 (派遣國家-丹麥) RYE派遣學生捐贈RYE委員會運作基金RYE歸國學生交換社旗

點滴

【歡迎 3461 地區總監 張光雄 Mintong 伉儷 公式訪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