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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十四日第
1241次例會，邀請B-2分區

助理總監 陳文明Justin作「如
何玩出意義把社團搞瘋」專題
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也是 B-2 分
區的助理總監 Justin、歡迎 B-2
分區副秘書長 Wesley 及 18-19
年度派遣學生張庭瑜同學。

上週五 RYE 主委 Ben 在金
悅 軒 召 開 Inbound、Outbound
說明會，很盛大也很精彩，之前
我們沒有想到的事情，Ben 主委
都想到了，在此我們感謝 Archi
和 Lawyer 兩 位 RYE 領 航 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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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者的支持，Kenchiku 伉儷的
投 入 及 顧 問 群 Gary、Tony、
Denture、中途之家 Poster，今
年南門 RYE 有最好的服務團隊
來作好接待的準備工作！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
下週二是總監公式訪問，邀請
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請
著正式服裝及年度領帶，下午
5:20~5:50『社長 / 秘書 / 社長當
選人會談』；5:20~6:20『總監
夫人座談會』；5:50~6:20『行
政團隊會談』，請全體理事與理
事夫人於下午 5 點前到場迎接總
監團隊。

3461 地區主辦『成為勵志
領導者音樂會』
音樂響宴活動，
南 門 社 認 購 10
張 ( 票 價 1500
元 )，歡迎社友
認購。演出時間：
8 月 27 日 晚 上
19:30， 演 出 地
點：臺中市國家

成為勵志領導者

歌劇院中劇院。
8 月 31 日舉行「甘霖基金

會獨居老人送餐車捐贈儀式」
是今年度第二個服務計劃，在市
政府舉辦並邀請媒體採訪，9:30
先到市政府參觀台中願景館，
10:30 捐贈儀式開始。

歡迎 3461 地區總監 張光雄 Mintong 伉儷 

公式訪問

由 RYE 主委 Ben 作東，在金悅軒召開 18-19 年度南門扶輪社 
RYE 工作內容說明會，邀請接待家庭、顧問、派遣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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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十四日第
1241次例會，邀請B-2分區

助理總監 陳文明Justin作「如
何玩出意義把社團搞瘋」專題
演講。

Poster介紹演講者助理總監 
Justin，Justin離開南門後，做
了很多事情，人家說時間花在哪
裡，成就就會在哪裡…。

Justin是在2009.12.01加入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4-15創立
台中南光扶輪社擔任創社秘書
、2015-16台中南光社社長、
2016-17 3460地區RYLA主委

、2017-18 3461地區社員發展
主委、2018-19 3461地區B1分
區助理總監、地區RYE主委。

Justin是個很特別人，做事
從不循規蹈矩，從小換過很多學
校，交過很多女朋友，但有兩件
事情沒有換，一個是老婆，另外
一個是扶輪社，他很喜歡小孩，
但不喜歡打小孩，不喜歡的事是
「吃飯」，並「堅持好玩，才會
有意義，不做有意義，不好玩的
事。」

助理總監 Justin說，很高興
回到南門社演講，特別有親切感

▲助理總監 陳文明 Justin 演講「如何玩出意義把社團搞瘋」

。常有人問我來自哪裡，我都說
我來自南門社，我一直以來自台
中南門社為榮，

為了今天演講，還特別翻
了南門社十五週年特刊，我與
Doctor同一天宣誓入社，很感謝
我的介紹人Rudy及我入社時的社
長Kaepa，也是我永遠的社長。

我帶來兩分鐘的影片，闡述
「什麼是扶輪社？」扶輪社是非
營利、非政府、非宗教，由專業

人士及學者們組成的人際網路，
提供自我學習、知識交流及人道
服務，聽起來很複雜，但它的出
發點非常單純，你過你的生活，
照顧你所愛的家人們，但某個時
間點你突然燃起一股火花，想要
能不單只是行善，而是實際幫助
需要的人，你有著無數的好主意
，但它們或許不週全，但重點是
有那顆心，當一個想法進到扶輪
圈，而社員們交換意見、知識及
經驗，想法就會隨之成熟，並予
以實現，就是扶輪社的主旨。我
們知道一個想法，能逐漸壯大並
改善他人生活，幫助世界數百萬
人，例如：我們推動地區課業輔
導計畫、提供乾淨水資源、建造
學校、疾病防治活動、學生交換
計畫、提供醫療援助、捐血活動
、根除小兒麻痺...等等，也就是
志同道合的人們聚在一起，再小
的事情也能變成鉅大的影響。

回歸到扶輪最原始，扶輪就
是找不同職業的人來輪流作東辦
例會，並互相談談，而這樣的例
會使人返歸童心...但有鑑於偉大
的運動在一開始時，常不會有太
多的限制與約束，因為太難反而
不會被人了解而接受，大道理常
存在於小理念，單純的開始也會
單純的打動人心。所以我在擔任

第1241次例會 演講者：陳文明 Justin
（B-2分區助理總監）

如何玩出意義 把社團搞瘋
如何創造創新與創心的扶輪社



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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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年度建言是「寧願好玩，也
不要有意義。再怎麼有意義，如
果最後不好玩，就不知意義在哪
裡。如果好玩，最後意義就會源
源不絕……」

分享南光社例會的幾項創舉
：16-17-助理總監James行前公
訪到汽車旅館蓋棉被談文化的主
題，後來這變成我們社的傳統，
只要是助理總監行前公訪，就移
動例會到汽車旅館舉行，第二年
，17-18助理總監Tony，在人生
第二次去汽車旅館，竟是被當屆
的秘書Wesley推到水池裡…濕
身了！所以每屆南光扶輪社社長
上任鳴鐘的重頭戲，都要絞盡腦
汁，像我上任時，是請一位辣妹
將紙條放在胸罩裡、Wesley上
任時的鐘槌竟然是一支從建築工
地弄來的大鐵鎚，而前任社長則
是一敲就斷的爆笑劇演出，其它
諸如：移動例會變裝趴、露營、
划船例會、發行南光報爆分享社
員訊息…等等。

今年，我擔任助理總監都會
有一個主題，南門社主題是把
Packing社長變成南門隊長，希
望Packing社長帶著南門社勇往
直前，我也把這個主題做成相框
，祝他這一年能順順利利帶領著
南門社發光發熱。

洪富金報告月例賽

高爾夫球副總幹事King報告
，星期四是第二次月例賽，最近
氣候不穩定，所以時間提早9:40
分報到。當天與碧潭社聯誼賽，
同時也是我們將來PK選手權第
二次計分，也請前20強務必參加
。晚餐在金悅軒用餐，歡迎夫人
一同參加。

邱啟成報告社區服務
服務計劃主委Faith主委報告

，8月31日（星期五）舉行甘霖



下週 例會

▲107.07.16(一)林耀清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蔡育偉伉儷、曾文和

伉儷、洪富金伉儷、張建國伉儷、周鴻仁伉儷

台 中 南 門 社 ～ 家庭懇談會

　107年8月28日(二)

基金會獨居老人送餐車捐贈儀式
，誠摯邀請各位社友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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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到明天截
止，當天也是本社的變更例會，
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18-19 RYE派遣學生
出國行前報告

RYE派遣學生張庭瑜同學
，明天即將前往派遣國家-匈牙
利首都布達佩斯作為期一年的交
換學習生活，出國前邀請她蒞社
作出國行前報告，並祝福她一年
的交換生活收穫滿滿。

講　題：一生的旅遊計畫       
主講人：鄭永隆 先生 

台中南門扶輪社 V.S 新店碧潭扶輪社

高爾夫球聯誼賽

（上順旅行社 行銷企劃副總經理）

感謝張庭瑜同學家長捐贈
10,000元作RYE基金及12,000
元給扶輪社作扶輪之子捐助金。

出席率報告

出席主委 Kingnet 報告上

週出席率 69%，可抽出席獎三
名， 恭 喜 Fumim、Skyline、
Model 社友抽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助理總監Justin回捐講師費，副
秘書長Wesley、Poster、Rich
、Ears、Lawyer、Packing社長
、Vino歡喜一筆。

▲107.07.28(六)吳元益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劉柯成伉儷、王叔榮

伉儷、黃木村伉儷 

107.8.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