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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廿八日第
1243次例會，邀請上順旅

行社 行銷企劃副總經理鄭永隆
先生做「一生的旅遊計畫」專題
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上週 8 月 21 日總監公訪順利完
成，社友及夫人表現非常優異，
總監還特別鼓勵大家推薦多多推
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受獎學生
博、碩士生，因為中華扶輪基金
會還有很多餘額，請大家留意身
邊有沒有很會讀書、需要栽培的
同學。

8 月 16 日高爾夫球隊動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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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多位社友及夫人當地陪，陪

碧潭扶輪社打球及吃飯，安排

的非常棒，感謝高爾夫球總幹事

Poster 的安排。

Packing 社長報告，8 月 26

日地區反毒活動，本來自行車隊

動員 20 多位社友，但由於天候

不佳，地面溼滑，將擇期再辦，

屆時請大家繼續捧場。

昨天地區舉辦音樂會，感謝

多位社友撥空參加，是一場高水

準的演出。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二例會舉行九月份慶生會暨結

婚週年活動，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成為勵志領導者

Poster 秘書報告，8 月 31 日
( 五 ) 在市政府舉行 - 捐贈甘霖基
金會關懷獨居老人愛心送餐車計
劃，請社友盡量撥冗參加。

9 月 25 日中秋節晚會，節目
主委 E-Style 特別安排到苗栗三
義樹也 Villa 舉辦，請社友將時
間空下來。

【 九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

參加地區「Be The Inspiration 音樂會」2018.8.27



上週民國107年八月廿八日第
1243次例會，邀請上順旅

行社行銷企劃副總經理 鄭永隆
先生做「一生的旅遊計畫」專題
演講。

Sugar介紹講師鄭永隆先生
，鄭大哥的法國名字Francois，
偕音：「瘋思法」。看他的學歷
就知道，鄭大哥的法語說的比台
語好。我是二十多年前參加他辦
的法國旅遊團而結緣，感覺他的
團與別團有差異性，當時沒特別
感受，回來時卻點滴在心頭。

鄭永隆Francois副總經理，
以他歷年來豐富的帶團旅遊經驗

，今天與大家分享一生的旅遊計
劃。

他說，人生很珍貴，短暫有
如麗春花（又名：虞美人），比
喻生命短暫、脆弱。所以要趁體
力還好的時候，由遠而近，由簡
而繁依體力、預算、假期、興趣
與目的來調整，訂定一生的旅遊
計劃。

一趟成功旅遊的三大必要條
件，1.專業的規劃、2. 同質性高
的團員、3.天公作美。

旅遊業除了要有同理心與責
任心外，更要有專業實在＋有效

人脈，專題深度解說及對品質的
堅持。

Francois副總經理說，基本
上旅遊有兩種型式，一個是慢活
的時尚旅遊，一個是有主題性的
。旅遊就是離開自己每天生活的
環境，讓自己跳脫原本的生活環
境，進而改造自己，以下主題旅
遊圖文分享：

法國以酒鄉著名，美食也不
遑多讓，法國三大酒鄉—亞爾薩
斯、勃艮第、香檳亞丁作為主題
，這三區也是了解法國的美食及
葡萄酒文化，最好的入門景點。

特殊主題：1.藝術之旅：追
隨印象派大師的足跡。2.悠閒高
爾夫：夢幻球場雅士品味。3. 文
化體驗：探訪古大明。4.郵輪與
河輪：頂級郵輪要具備的標準應
有房間至少9坪以上，要有陽台
，浴室要乾濕分離，最好有兩個
洗臉盆，可以走進去的衣帽間，
要有五間餐廳以上，不可分批用
餐，要有管家服務、飲料、酒類
全包，不用另外給小費。

最後，生意不只能是為了賺
錢，還要負責任，最近一個團我
辭掉五個人，因為其中有一位是
二歲的小孩，因為孩子太小，不

第1243次例會 主講者：鄭永隆 Francois
（上順利行社 行銷企劃部副總經理）

一生的旅遊計畫

▲鄭永隆副總經理演講：一生的旅遊計畫



點滴

適合遠距離的行程，會影響同團
的旅遊品質，這是原則問題，也
是旅行社應有的態度，以上分享
，謝謝大家。

邱啟成報告服務計畫
服務計劃主委Faith報告8月

31日(五)舉行【捐贈甘霖基金會
關懷獨居老人愛心送餐車計劃】
，上午9:30參觀台中願景館，非
常感謝Concept副市長特別安排

專人導覽，請各位於9:20惠中樓
1樓集合。上午10:20~11:40捐
贈儀式。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月例賽
副總幹King報告9月份 GOLF

聯誼賽高爾夫球聯誼賽暨台北南
門社聯誼賽：9月20日(四)，地點
：長庚球場。

出席報告
Faith代理出席報告出席率，

上週出席率62%，恭喜Kneader
、Star社友抽中玉溪米一包。

講師：吳秀敏 老師
時間：8 月 18 日 ( 六 ) 下午 2:30-4:30
地點：長安建設 2 樓會議室 ( 中美街 15 號 )

糾察時間
Innovat ion代理主持糾察

時間，感謝Suga r、Fa i t h、
Packing分享一筆。

動手設計你的多肉療癒小盆栽

八月份內輪會活動



下週 例會 　107年9月11日(二)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7月10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吳為楨
出席：陳俊清、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張東霖
      劉正忠、陳國輝、吳騰彥、何志修
列席：洪榮德、張光瑤、張東霖、廖光亮、朱福民
　　　劉偉傑、謝慶祥、林振楨、陳棋釗、賴仁淙
　　　張國洋、黃吉隆、陳重光、張廖萬煌、湯富淳
　　　林永成、馮賀欽、陳向榮
議題：
一、17-18年度財務結算報告。(附件1)
說明：請 前財務Kingnet報告(前秘書Onsen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16-17年度財務結算報告，年度盈餘為266,379

。其他基金及暫收款金額移交如附件所示。
二、南門社財產清冊移交。
說明：請 直前社長Catia報告。
決議：秘書處已將南門社財產編列成冊，並於這次會議中

完成財產移交。並由現任社長、直前社長完成移交。
三、9/25(二)中秋女賓夕地點討論。
說明：請 節目主委E-Style報告。
決議：9/25(二)中秋女賓夕地點暫訂於戶外（苗栗 香格里

拉)營火晚會或露營，並舉辦小扶輪金榜題名獎學金
，詳細的活動內容尚請節目主委E-Style詳細規劃安
排。

四、服務計劃事宜。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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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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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Faith報告。(秘書Poster代理報告)
決議：(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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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內經費共20萬元，不足服務計劃的款項
感謝Faith主委捐款，詳細捐贈流程另行通知，
並邀請社友與夫人參加！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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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台中市政府。與忠仕
金屬公司（Faith)聯合共同捐贈一台愛心餐車

，副市長當天特別安排邀請社友參觀台中願景
館。詳細捐贈流程另行通知，並邀請社友與夫
人參加！

五、扶輪之子年度執行方式(附件2)
說明：請 扶輪之子主委 Bistro報告。
決議：本屆認養扶輪之子計劃學校（台中家商、台中二中

)，認養一年的社友共：13位(認養一年的扶輪之子
，對象為該校三年級的清寒學生，以獎助學金名義
發放。）認養三年的社友共：20位(認養三年的扶
輪之子，對象為該校一年級學清寒學生，認養到三
年級畢業)。

六、地區獎助金-偏鄉英語教育計劃報告。(附件3)
說明：請 扶輪基金主委Denture報告。(秘書Poster代理報

告)
決議：偏鄉英語教育計劃持續與台中家商、茄荖國小共同

合作，目前偏鄉英語教育計劃已送初審通過，待RI
通過後即可執行計劃。

七、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回文捐款30萬日幣，再由本社代
為捐款地震重建經費。

說明：請 直前社長Caita報告。
決議：回文至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請示此捐款如指定到社

會服務是否可行？！或者此捐款待於第25屆大東社
來訪時執行服務計劃。並另關懷日本水災是否需協
助。

八、來賓 張長寬 先生申請入社。 (附件4)
簡歷如下：張長寬 先生
服務機構：新慶化學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職業：化學材料

說明：請 推薦人 Bond報告。
決議：通過入社申請，即日起請秘書處公告入社申請資料

1星期，並連續四次出席後，第四次舉行入社宣誓
，預計於8月7日(二)宣誓入社。

九、8/21(二) 總監公式訪問事宜。(8/14(二) 會邀請助理總監
Justin與會指導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敬請全體理
事務必出席參加) (附件5)

說明：請 社長Packing報告。
決議：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餐)，並

請秘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項，於總監公
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敬請各位理事伉儷於
8/21(二) 下午5：00前到達。

十、臨時動議。

講　題：『數據驅動企業數位價值轉型』
主講人：賴偉晏 副總經理（KPMG 安侯建業顧問部）

八月份理事會決議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8月14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吳為楨
出席：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邱啟成、張東霖
　　　陳國輝、吳騰彥、何志修
列席：張光瑤、朱福民、陳重光、賴仁淙、陳向榮
　　　湯富淳、張廖萬煌、張建國、賴文瑞、洪榮德 
議題：
一、8月21日(二)總監公訪事宜(附件1)
說明：請 社長Packing報告(邀請Justin助理總監與會指導)
決議：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餐)，並

請秘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項，於總監公
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敬請各位理事伉儷於
下午5：00到達。

二、七月份財務報告。(附件2)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8月份財報。
三、中秋女賓夕活動籌備事宜。
說明：請 節目主委 E-Style報告。
決議：9/25(二)中秋女賓夕地點訂於苗栗三義樹也Villa，

並舉辦小扶輪金榜題名獎學金，因車程較遠另備有
巴士前往女賓夕會場，尚請節目主委E-Style詳細安
排。

四、據文化藝術委員會規劃國際扶輪3461地區年度主題「
成為勵志領導者」活動主軸「文藝饗宴、運動強身」, 
踴躍認購在國家歌劇院『成為勵志領導者音樂會』表
演活動的票券. 演出時間 : 107年8月27日 (星期一) ，晚
上19:30說明：請 秘書 Poster報告。

決議：本社認購10張@1500元的門票，並開放讓有興趣的
社友及夫人登記。

五、配合台中南區扶輪社地區獎助金計劃『龍眼產業創新
翻轉教室』。

說明：請 秘書Poster報告。
決議：本社例會紅箱登指定捐獻2萬元配合台中南區社龍

眼產業創新翻轉教室計畫。
六、臨時動議。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七月份理事會決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