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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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國107年十二月廿五日第
1260次例會，舉行台中南

門社「2019-20年度 第25屆理事
選舉」。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雖然連續兩次都變更例會，但活
動也相當多，12月7日本社高爾
夫球與新店碧潭社在幸福球場舉
辦聯誼賽，感謝多位社友及夫人
參與。

12月9日南光社授證暨聯合
例會，是牛仔單寧風Pary，典
禮很成功，感謝Concept CP、
Rudy、Helth伉儷、Doctor伉
儷、Poster伉儷、Catia伉儷、
Onsen、Kengnet伉儷、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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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y參加。
1 2月1 2日台中家商偏鄉

英文教學相見歡活動，地點
在芬園的茄荖國小舉行，感謝
Lawyer PP，Archi PP、Faith
、Innovation、Poster及兩位夫
人雯文、琳琳一同參與。

12月12日鹿港東區社十三
週年授證，感謝Concept CP
、Archi PP、Concord PP、
Faith、King一同參加。

12月16日秋季旅遊暨職業
參觀：法鼓山＆朱銘藝術館一日
遊，感謝Suger、Star精心策畫
，大家玩很盡興，也完成一日養
身修心之旅。

高爾夫球國外賽12月20-23
日，感謝主委Rich主委的用心
策劃，在Cap團隊很賣力的演出
下，同享打球樂趣，真是愉快又
美好的回憶。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12
月份高爾夫球月例賽在12月27
日(星期四)CCK球場舉行，晚宴

成為勵志領導者

【 元月份慶生會結婚週年活動】

地點：与玥樓，當天舉辦下屆隊
長選舉，一併慶祝Bond八月份
在豐原一桿進洞，晚宴是Bond
贊助，請大家踴躍參加。

內輪會通知：1月26日(六)
下午2:30-4:30過年年節花卉領
取。地點會另行通知。

理事選舉完後接著召開十二
月份理事會，請理事留步。

前週第1261次例會，適逢元
旦休會乙次。

上週第1262次例會，配合參
加惠來社授證九週年慶典

暨聯合例會，時間變更為民國
108年元月9日(星期三)，地點：
林酒店。



民國107年十二月廿五日第
1260次例會，舉行台中南

門社「2019-20年度 第25屆理事
選舉」。

Packing社長主持2019-20
年度第25屆理事選舉，秘書
Poster宣佈出席人數43人，請

Innovation、Faith分發選票，
Vino、Herbs負責唱票，Sugar
、Bis t ro負責計票，Cat i a、

第1260次例會

2019-20年度 25屆理事選舉

▲2019-20年度理事選舉

Kaepa負責監票。
社友們經過圈選、投票、計票，
產生2019-20第25屆理事：

▲ 投票 

▲

▲ 投票 

▲

▲ 選票圈選 

▲

▲ 分發選票 

▲



蔡育偉、洪富金、林耀清、
劉銖淇、賴仁淙、林啟聖、
陳慶璋、劉偉傑、許茂億、
周鴻仁，共10位理事。
常務理事：林耀清、劉銖淇、

賴仁淙。
理事長：林耀清
監事：劉柯成、吳為楨、何志修
常務監事：吳為楨
第26屆社長提名人：賴仁淙

同時確立了2019-20年度第
25屆社長當選人是：林耀清Rich
社友。

25屆社長當選人Rich林耀清
發表當選感言，今天不管選上什

麼職務，都要勇於承擔，南門社
有這麼好的社風，就是歷任社長
願意付出、用心經營的成果，大
家選我，讓我有機會擔任南門社
社長，我一定百分之百的用心把
工作做好，希望能帶給社友幸福
及快樂。
職員安排：

◇社長：林耀清
◇秘書：劉銖淇
◇財務：陳慶璋
◇社務行政主委：賴仁淙
◇社員主委：洪富金
◇服務計劃主委：林啟聖
◇扶輪基金主委：劉柯成
◇公共關係主委：蔡育偉
◇節目：許茂億
◇糾察：周鴻仁
◇出席：何志修
◇聯誼：劉偉傑
◇直前社長：吳為楨

社長提名委員會主委Health
黃吉隆報告，接著要進行27屆社
長認定人，每張選票請圈你心目
中最適任的三位人選（出席、參
與、熱心公益），不能多，也不
能少，前社長不能圈選，今天會
將選票密封，等待未出席社員的

創社長的話

■ CP Concept 張光瑤

文化的形成乃一群共同相處的群眾、依其共
識而約定成俗的外在表現。國家如此、宗教如此
、社團亦是如此。南門扶輪社的內規就是形成南
門文化的基礎。隨著環境的變遷、時代的更迭、
生活方式會有所改變、以致內規也應重新整理修
訂。

24年來南門社很順利的運作、也獲得外界好
評，但也累積了一些議題、值得全體社員共同再
思考並凝聚共識。目前先看到的議題有：一、預

算制訂與執行模式，二、家庭懇談會辦理方式，

三、社長遴選制度，四、例會及活動安排等，希
望大家依各自經驗再提出看法、以利內規重新整
理時，能更完備。

27屆社長產生在即、謹先以此議題提出看法
，就教各位。本社社長產生依慣例是由全體社員

投票、再依得票數最高三位入圍，再由社長提名
委員會依現實狀況詢問後推薦，惟當有社員因個
別因素無法擔任時、卻被誤解為「有人可以不願
擔任、為何我就要接受？」社長一職是榮譽也是
責任，參加扶輪社是為了增加服務的機會，個人
有困難時並無須勉強，只要克盡扶輪社員的責任
（最基本為出席、繳費及參與服務）就會被予以
肯定，所以是否接受擔任社長、是由自己衡量而
與他人意願無關，否則參加扶輪社的意義何在？
為了避免再發生被遴選上卻不願就任之尷尬場面
，本人身為創社長願意擔負起責任，在27屆社
長開票前、先一一個別詢問，若有確實困難者，
除知悉其困難因素消失之時機外，將會轉給提名
委員會並尊重其意見，不予邀請，以避免造成大
家不便，敬請社友們於本人諮詢時會予指導。因
時間緊迫、我會個別先用Line請教，如有必要則
再電話聯絡，謝謝大家！至於前述另三項議題，
將於內規再整理時，聽取大家意見再修正。再次
感謝大家為南門扶輪社的發展所付出的努力。謝
謝！



下週 例會 108年 1 月 22 日(二)  講題：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主講人：柯承恩 教授

108年 1 月 26 日(六)  參加台中南區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變更例會

點滴

通信投票彙集後，由提名委員擇
期開票統計，再經徾詢程序後，
公佈社長提名人選。

出席率報告
Kingnet報告出席率，社友

人數68人，請假人數22人，免計

出席3人，出席人數43人，出席
率66%，抽出三名出席獎，恭喜
Sugar、Lawyer、Lapping獲得
玉溪米一包。。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Poster秘書、Biotek、Sugar、
Kaepa、Rich、Tony分享一筆
，並祝賀Rich當選第25屆社長。

地區獎助金計劃～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劃
大學伴 : 臺中家商 小學伴 茄荖國小相見歡活動

日期：107 年 12 月 12 日 ( 星期三 )

▲台中家商偏鄉英語教學相見歡活動，感謝Lawyer PP，Archi PP、Faith、
Innovation、Poster及兩位夫人雯文、琳琳一同參與。

▲ 第27屆社長選票整理後密封 

台中南門高爾夫球隊國外賽～越南胡志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