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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264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一 月 廿二 日 【 第二十四卷．第廿三期 】
講題：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主講人：柯承恩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名譽教授)
※ 例會後召開 1 月份理事會。

上週民國108年一月十五日第
1263次例會，舉行台中南
門社「元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慶活動」。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今年度的選舉非常順利，高爾夫
球隊長當選人是King、自行車
隊隊長Sugar，都順利當選，我
謹代表全體社友及夫人恭喜他們
當選。
2018年度的家庭懇談會，在
Poster秘書有計畫及柔性的勸導
下順利完成，成績不錯，社友及
夫人都自動自發來完成，下半年
度還未舉辦的請大家繼續支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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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很多社友及夫人見證惠
來社九週年慶典，接下來是1月
26日母社南區社授證，請社友
踴躍參加。
1月13日由3461地區主辦「
給他釣竿，追夢教育慈善音樂
」在逢甲大學舉辦，感謝Sports
PP伉儷代表南門社參加。
Packing社長報告，正值歲
末，我在此跟大家拜個早年，祝
大家在新的一年豬(諸)事如意。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例會1月22日邀請柯承恩教授
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請各
位社友、夫人踴躍參加。
1月26日是母社-南區社授證
暨聯合例會，母社授證，歡迎下
午5:30註冊聯誼，地點：永豐棧
酒店B1 A廳。1月29日(二)例會
休會乙次。
2月5日「台中市A、B分區
大年初一聯合新春團拜」，早上
八點在全國飯店舉行，2月12日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剛好過年休會乙次。
2月17日（日）舉行新春女
賓夕-賭城風雲，地點在台南擔
仔麵公益店，請社友留意時間，
偕眷寶踴躍出席。2月19日(二)
例會休會乙次。

▲頒發RYE元月份零用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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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3次例會

元月份結婚紀念走紅地毯

慶生會

元月份慶生會
暨結 婚週年活動

▲元月份慶生會

上週民國108年一月十五日第
1263次例會，舉行台中南
門社「元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慶活動」。
慶生開始，E-Style節目主
委主持元月份慶生活動，請元月
份壽星走紅地毯出場。元月份壽
星有Herbs(1月1日)、Pharma夫
人(1月7日)、Alumi夫人(1月7

日)、Packing社友(1月8日)、(1
月10日)Lapping社友、Printing
夫人(1月13日)、Doctor夫人
(1月13日)、Biotek社友(1月15
日)、Printing社友(1月23日)、
Kingnet夫人(1月23日)、Onsen
夫人(1月24日)、Innovation社
友(1月31日)，請Packing社長贈
送生日紀念品。

元月份結婚週年慶伉儷有
Lapping伉儷40週年(1月2日)
、Copper伉儷31週年(1月2日)
、Doctor伉儷34週年(1月2日)
、Health伉儷40週年(1月5日)
、Fumin伉儷39週年(1月5日)

元份結婚週年慶

▲

▲ RYE 學生陳亞歌（美墨）報告

RYE學生介紹第二個Home
的成員，還跟新Home家及RYE
學生去很多地方旅行，報告中感
謝南門扶輪社讓他們學習中文，
並祝大家新年快樂。

▲ RYE 學生王伊君（巴西）報告

▲ RYE 學生許艾理（德國）報告

Ben主委說可蕾還是很害羞
，不過已經比之前進步很多，目
前亞歌、伊君、艾理的中文學習
都非常不錯，尤其伊君寫的中文
字非常工整漂亮，特別請她投稿
到社刊與大家分享。
▲ RYE 學生楊可蕾（法國）報告

點滴

、Tony伉儷18週年(1月8日)、
Daniel伉儷33週年(1月11日)
、Bob伉儷15週年(1月13日)、
Patrick伉儷40週年(1月17日)、
Sports伉儷43週年(1月19日)、
Spindle伉儷41週年(1月20日)、
Kingnet伉儷31週年(1月26日)。
繼續上個月夫妻默契大考驗
遊戲淘汰賽，這次問到老公喜歡
吃的水果及夫妻間的暱稱，最後
由Kingnet社友伉儷勝出，獲得
節目主委E-Style準備的禮物。
RYE主委Ben請RYE學生作
十二月份生活報告，並請社長頒
發元月份零用金。

莊賜濱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Poster報告
元月份月例賽日期1月17日(四)興
農球場，上午10:00報到、10:30
開球，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3461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日期：108年3月11日(一)，本
社統一打午場11:30開球，地點
：台中國際高爾夫球場，報名費
用每位700元整，報名到2月10
日截止。

張光瑤創社長的話
CP Concept提及上次社長
▲ RYE 學生王伊君的中文字習作

產生的事情，今天社刊有登出，
我也一一跟大家請教過，大家都
有把意見表達出來，我知道也沒
有對外說明。目前尚未開票，這
次是由Health PP負責，等他找
時間，我再來瞭解選出的結果，
有哪幾位不方便的，當然，你說
不方便，不代表會永遠都不方便
，我們會再找適當的時間請你出
來服務大家，目前看起來還好，
27屆社長應該能順利產生，感謝
大家的支持，讓我們一起努力，
謝謝大家。

陳國輝預告女賓夕節目
節目主委E-Style預告2月17
日女賓夕節目，將舉辦「賭城風
雲」～拉斯維加斯慈善賭王大賽
，給大家試年節手氣，因為年後
就要舉辦，時間上有點緊湊，這
段時間如果有需要大家的幫忙，
再懇請大家支持。

報告出席率
出席主委Kingnet報告上週
出席率62%，抽出三名出席獎
，恭喜Innovation、Kingnet、
Concept抽中玉溪米一包。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1 2 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2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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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啟成、吳騰彥、何志修、林啟聖
列席：陳慶璋、李祐助、賴仁淙、柯富揚、陳向榮、林振楨、王叔榮、周鴻仁
陳棋釗、廖俊榮、張國洋、林洽鑫、賴文瑞、張建國
議題：
一、十一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11月份財報。
二、108年2月19日(二)新春女賓夕慶元宵的活動地點討論。
說明：請 節目主委 E-style報告。
決議：變更改為2月17日(日)新春女賓夕活動，地點：改為台南擔仔麵公益店。
敬請節目主委E-Style詳細規劃安排。
三、配合台中東昇扶輪社共同邀約B-1、B-2分區【偏鄉弱勢兒童「給他釣竿．
追夢教育計畫」】，註：協辦社贊助金額為新台幣10,000元。(附件2)
說明：請 社長 Packing報告。
決議：通過贊助台中東昇社服務計劃，並由例會紅箱捐款支付。
四、2019年3月17日(日)3461地區第二屆地區年會於中興大學舉行。
註：社友需自費每人2,200元(社友費用為：分攤費1000+註冊費1200，採全體報
名或者自由報名？。夫人註冊費每人1200元，是否比照以往由社內補助，
鼓勵出席參加？！(附件3)
說明：請 社長 Packing報告。
決議：比照以往社友全體報名(自費2200元)，為了鼓勵夫人出席參加，夫人報
名則由社內補助報名費每人1200元。
五、臨時動議。

第1262次例會

台中惠來社
授證九週年慶典

前週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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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 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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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2 月 5 日(二) 台中市A、B分區大年初一聯合新春團拜

1月29日休會乙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