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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廿一日第
1242次例會，歡迎3461地

區總監Mintong張光雄伉儷蒞臨
「公式訪問」。

Mintong 總監下午 5 點 30
分抵達長榮飯店 1 樓 Lobby，
Packing 社長伉儷與理事伉儷列
隊歡迎總監伉儷及團隊的到訪。

Mintong 總 監 隨 即 與 社
長、秘書展開座談，6 點接著與
Packing 社長團隊舉行社務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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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進行社務行政會議時，總
監團隊與本社主委相互介紹，
並邀請本社五大主委詳細報告
18-19 年度工作計畫內容及成
果，總監對本社社務的規畫及服
務成果相當讚許。

7 點 Mintong 總監團隊出
場秀～在熱情的沙漠中歌曲中，
Mintong 總監帶領著團隊跳著
活潑、輕快的舞蹈進入會場。

總監在公式訪問例會中，頒
發今年度地區團隊聘書、保羅

成為勵志領導者

哈理斯之友、保羅哈里斯之友會
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社友
感謝狀。

專題演講：一生的旅遊計畫  

主  講  人：鄭永隆 先生 （上順旅行社 行銷企劃副總經理）

社長、秘書座談會



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廿一日第
1242次例會，歡迎3461地

區總監Mintong張光雄伉儷蒞臨
「公式訪問」。

Mintong總監公式訪問於下
午5點30分總監與社長、秘書展
開座談，接著與Packing社長團
隊舉行社務行政會議，就年度工
作執行及計畫進行討論。

下午7點例會開始，Mintong
總監別出心裁的出場秀～帶領著
團隊跳著活潑、輕快的舞蹈進入
會場，營造出輕鬆愉悅的氣氛，
也熱絡了例會氣氛。

Pack ing社長鳴鐘開會，
Sugar聯誼主委介紹來訪的總監
團隊及友社-玉山扶輪社Doctor
社友、18-19RYE接待學生陳亞

歌(來自墨西哥)、許艾理(來自德
國)。

Packing社長致歡迎詞，歡
迎Mintong總監率領地區團隊蒞
臨南門社公式訪問，同時歡迎
與會嘉賓蒞臨。

總監公訪是南門的年度大
事之一，Packing謹代表所有社
友及夫人接受總監指導，並開
玩笑說，等等陪總監喝三杯。
Packing社長請全體社友起立，
一起來呼喊總監今年度的口號「
文藝饗宴，身心合一，運動強身
，文武雙全」作為開場，代表南
門社對總監團隊的指導虛心受教
，肯定並配合總監的政策，以示
忠誠，祝福總監團隊「政令宣導
」成功，3461地區在Mintong總
監的領導下，一定會發光發熱。

第1242次例會 主講者：張光雄 Mintong 
（3461 地區總監）

歡迎 張光雄Mintong伉儷 

公式訪問

社務行政會議

▲總監出場秀 ▲全體社友一起來呼喊總監今年度的口號「文藝饗宴，身心合一，運動強

   身，文武雙全」



B-2分區助理總監 陳文明
Ju s t i n介紹Mi n t o n g總監，
Mintong總監是現任明通製藥董
事長，畢業於高雄醫學大學藥學
系之後又在中國醫藥大學修碩士
學位，最後更遠赴日本東京醫科
大學研究，獲得醫學博士學位。
Mintong總監與總監夫人是高醫
的班對，總監夫人也是中醫師，
育有一子一女，長子目前在中國
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擔任復健科住
院醫師，長女目前在加州Kaiser
醫院擔任急診科醫師，子女都非
常優秀。

Mintong總監是位會做事的
總監，不重視排場，為人古樸質
實，讓我印象最深的是，因為我
擔任RYE主委，常常需要邀請總
監前來致詞，總監都是自己開車

前來，沒有請司機載，這是讓我
非常敬佩的地方，雖然常常找不
到路…。

Mintong總監在致詞中說，
南門社是我公訪的第14個扶輪社
，每個社都有不一樣的文化與傳
統，我與南門社的"關係匪淺"，
與Concept是89-90的社長秘書
聯誼會同期的，Concept創社時

，我介紹Pharma、Tang兩位社
友加入南門社。

回到正題，2018-19年度
，國際扶輪主題是「Be The 
Inspiration 成為勵志領導者」
我們的領導需要一個積極的飛
躍-LEAP！所以RI社長Barry 
Rassin讓我們記住要達到這個目
標的四個要素：

總監夫人暨寶眷座談會

▲社友與 Mintong 總監伉儷及地區團隊合影

▲社友夫人與 Mintong 總監伉儷及地區團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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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ove-首先我們需要向扶
輪社友、扶輪社、以及所服務的
社區展現你們對他們的熱愛與同
理心，也就是「愛」。

2. Enthusiasm-我們需要
社友彼此激勵，展現對扶輪的熱
情，也就是「熱情」。

3. Audacity-我們需要成為
變革的推動者，勇敢的向更大更高
的目標挑戰，也就是「挑戰」。

4 .  P r o o f - L e a d  b y 

example-我們需要以身作則，
實際展現，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來
的有效，也就是「以身作則」。

「愛、熱情、挑戰、以身
作則」就是L.E.A.P.-積極的飛
躍！

我們2018-19的年度地區目
標是「文藝饗宴，運動強身，身
心合一，文武雙全」希望大家都

身心健康、文武雙全，明年度我
們的計劃，重點是文藝、運動和
旅遊，但是反毒、社區行善、國
際醫療服務、偏鄉服務、還是要
進行。把文藝、運動的元素放進
各項目標和服務計劃內，以增加
文藝氣習、並強健體魄，增進生
活品質。

接著頒發地區團隊聘書及感
謝狀。

＊地區團隊聘書：
1.地區諮詢委員會副主委：
Concept。

2.地區副秘書長、地區青少年領
袖營RYLA委員會副主委、地
區新世代服務暨交換委員會主
委：Archi。

3.地區法務長、地區青少年領袖
營RYLA委員會委員、地區青
少年交換委員會緊急事故協調
組長：Lawyer。

4.地區年會總務委員會無線電組
組長：Packing。

5.地區登山健行委員會主委：
Disk。

6.地區登山健行委員會副執行長
、地區與政府關係委員會主委
：Home。

7.地區扶少團委員會委員：Catia

8.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OB訓
練事務組長、地區新世代服務
暨交換委員會委員：Kenchiku

9.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愛心媽
媽：許琳琳Lin-Lin。

＊頒發保羅哈理斯協會會員PHS
：PDG Concept。

＊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PHF感謝
狀：Packing、Pharma、Ryder、
Bob、Living、David、Danie。

＊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
學金感謝狀：Bistro、E-Style、
Sugar、Surgeon、Herbs、Polo
、Innovation、Melon、Health
、Sports。

＊頒發扶輪之子捐贈感謝狀：
Lawyer、Concept、Ortho夫人、
Onsen、Gary、Archi、Archi夫

人、Kaepa、Living
、Packing、Biotek
、Kingent、Casa
、Sugar、Surgeon
、Herbs、Polo、
Bob、Alumi夫人、
King、Faith、Tony
、Caita、Bistro、
Kenchiku。

▲ 18-19 年度 RYE 接待學生陳亞歌、許艾理

▲總監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會員榮譽獎狀

▲總監頒發地區團隊聘書 ▲總監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 PHF 感謝狀

▲總監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感謝狀 ▲總監頒發扶輪之子捐贈感謝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