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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南門社授證 24 週年慶典 】

上週民國107年十一月六日第
1253次例會，舉行「台中
南門社11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活動」。
Packing 吳為楨社長， 歡 迎
美 麗 的 夫 人、 各 位 社 友、RYE
學生小扶輪大家晚安。
下週二是南門社授證 24 週
年慶典，服裝請參考我們今天的
穿著，男士西裝加領結，女生長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裙或禮服，讓我們盛裝打扮來接
待貴賓。
授證節目非常精采，讓我非
常感動，看到很多社友、社友夫
人及小扶輪，犧牲假期及花很多
時 間 來 排 演， 大 家 一 定 要 來 相
挺，很有看頭，再次拜託踴躍出
席。
Packing 社 長 報 告， 明 天
Lawyer PP 父親跨鶴仙鄉，喪
禮儀程上不安排公祭，家祭後隨
即自由拈香，所以我們明天早上
十點十分，在名間鄉的皇穹陵集
合，前往拈香哀悼，歡迎社友共
乘。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二是南門 24 屆授證慶典，將
呈現完全不一樣的風格，請社友
全力支持，沒有表演的社友，請
幫忙接待，5:30-6:00 註冊聯誼，
6:00-7:00 授證典禮，7:00-9:00
授證晚宴，節目非常的精采，地
點在長榮桂冠 B2 請社友請於下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午 4:50 前到場迎接來賓。
請社友著正式服裝西裝 + 領
結』，請自備領結，如無領結請
向秘書處登記，夫人請著長裙或
禮服。
順道報告高爾夫球 11 月份
月例賽：11 月 15 日 ( 四 ) 地點
在霧峰球場，上午 10:30 開球，
用餐地點：球場餐廳，請社友踴
躍報名。
我這裡有一本城市裁縫師，
是關於台中市的市政建設的成
果，也是我公司印製的，歡迎大
家索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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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53次例會

十一月份慶生會

慶生會

暨

結 婚週年活動

▲十月份慶生會

上週民國107年十一月六日第
1253次例會，舉行「台中

十一月份壽星走紅地毯

十一月份壽星走紅地毯

南門社11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活動」。
慶生開始，King代理節目主
委主持十一月份慶生活動，請十
一月份壽星走紅地毯出場。11月
份壽星有：陳亞歌(11月3日)、

Disk夫人(11月6日)、Lawyer夫
人(11月10日)、Skyline夫人(11
月11日)、Spindle社友(11月15
日)、Polylon夫人(11月16日)、
Vino社友(11月23日)、Fumin夫
人(11月29日)、Ortho夫人(11月
30日)、Sugar夫人(11月30日)，
由Packing社長致贈生日紀念品。

▲十月份結婚週年慶

11月份結婚週年伉儷有：
Deco伉儷(11月3日)、Concept
伉儷40週年(11月5日)、
C.P.A.伉儷38週年(11月13日)
、Star伉儷31週年(11月14日)、
Rich伉儷28週年(11月21日)、
(11月26日)Ryder伉儷29週年，
Packing社長伉儷致贈結婚紀念
禮品。
今年是CP Concept結婚四
十週年，CP Concept分享他這
四十年的感想，他說四十年如一
日，算是熬過來了，有緣才能做
夫妻，之前當總監時跟老婆說給
我一年，我會給她〝一世人〞，
現在做了四年的副市長，所以要
給她〝七世夫妻〞，這四年來讓

她辛苦了，也在這裡表達對她的
感謝之意。

接著由Archi代替RYE主委
介紹RYE學生，陳亞歌及王伊君
目前唸興大附中，許艾理與楊可
蕾唸台中家商，他們每星期一到
星期五早上會到中興大學上中文
課，因為他們到台灣還不到三個

月，很認真的在學習中文，請大
家用寬容的態度來聽他們簡短的
中文報告。
請美墨RYE學生陳亞歌、巴
西RYE學生王伊君、法國RYE
學生楊可蕾、德國RYE學生許艾
理，用中文簡單的報告這個月的
生活情形，並請社長頒發十一月
份零用金。
德國RYE學生許艾理說，
我很喜歡台灣，因為台灣很漂亮
，我很喜歡上中文課，我的老師
跟同學都很好，還認識很多交換
生的朋友。上個月，我的轟家帶
我去騎腳車及去海邊玩，我很喜
歡海邊，我也有到自然科學博館
玩，看到很多恐龍，我也喜歡恐
龍。
巴西RYE學生王伊君說，我
很喜歡我的轟爸，因為他人很好
，十月我和家人去大雪山、合歡
山爬山，我也有參加扶輪社辦的
馬拉松及參加RYE活動，認識很
多交換學生的朋友。我很喜歡上
中文課，我的老師教的很好，相

▲美墨RYE學生 陳亞歌報告

▲美墨RYE學生 王伊君報告

▲德國RYE學生 許艾理報告

取免費入場券。

▲法國RYE學生 楊可蕾報告

▲頒發RYE學生十一月份零用金

信我中文會學得很快。謝謝大家
，我愛臺灣。
美墨RYE學生陳亞歌說十月
我去爬山，很漂亮。我的墨西哥
弟弟在台北，也是交換學生，他
有來台中看我，下星期我要去台
北看他。我喜歡吃水餃，我希望
自己能多省點錢，能去看看臺灣
漂亮的地方。
法國RYE學生楊可蕾說，我
已經來臺灣二個月了，我學習到
很多東西。我參加RYE活動，認
識很多交換學生，我還有去日月
潭、墾丁國家公園玩，墾丁的海
邊很漂亮，我也參加扶輪社的馬
拉松健走三公里，謝謝大家，讓
我有機會來臺灣。

到25日共六天，預定在東京，有
4到5個賞花地點，細節規劃好再
報告給大家。
下週是授證重要日子，屆時
麻煩幾位社友提前到場幫忙，謝
謝。

洪富金分享音樂饗宴
King代Biotek報告，11月
17日晚上七點在文心公園的圓型
戶外劇場有台中交響樂團、名音
樂演奏家、企業家大樂團表演，
有興趣的社友例會結束前可以索

報告出席率
Innovation代理報告出席率
，社友人數68人，請假18人，
免計出席2人，實際出席人數38
人，出席率58%。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Packing社長、Poster秘書、
King歡喜分享。
Packing社長再次懇請大家
下週二踴躍參與南門社授證24週
年慶典，希望社友都能百分之百
出席。

點滴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何志修報告南門旅遊

下週 例會

107年11月1 3 日 ( 二 )

▲107.9.1(六)馮賀欽家庭懇談會參加人
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江輝雄伉儷
、廖光亮伉儷、張家強伉儷、
107.9.1(六)張耀硬家庭懇談會參加人
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吳騰彥伉儷
、張國洋伉儷、周鴻仁伉儷

▲

聯誼主委Sugar何志修報告
，南門秋旅暨職業參訪將在12月
16、17日舉行，還沒報名的社
友請盡速報名，以免向隅。
春遊目前規劃到日本旅遊，
我們將帶大家欣賞日本賞花行程
，所以需提早作業，預定4月20

【 台中南門扶輪社 授證 24 週年慶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