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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慶祝母親節活動】

週民國 108 年四月廿三日
第 1278 次例會，舉行「社
務討論 Close Meeting」由社長
當選人 Rich 林耀清主持。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4月20日是南門社的大日子，當
天發生很多事情，包括Rich成
公之喜、感謝Rich社當及秘書
Poster帶隊參加台中中央社授證
27週年慶典，還有感謝Sugar主
委主辦的春遊，帶大家到日本隨
花蝶起舞六日遊。
Packing社長報告，5月3日
台中二中扶輪之子相見歡，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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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有空的社友踴躍參加。
代理秘書Doctor劉銖淇報
告，5月7日舉行5月份慶生會暨
結婚週年活動暨慶祝母親節活
動，請社友偕夫人踴躍參加。
5月14日舉行職業表揚活動
，於例會後召開5月份理事會。
原5月21日例會休會乙次，
變更參加5月19日(星期日)台中
市B-1、B-2分區日月潭聯合例
會，請社友踴躍參加。
原5月28日休會乙次，變更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參加5月24日(五)新店碧潭社授
證及5月24日(五)台北南門扶輪
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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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8次例會

主講人：林耀清 社長當選人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社長當選人 Rich 主持社務討論

108 年四月廿三日第
上週民國
1278 次 例 會， 舉 行「 社 務
討 論 Close Meeting」 由 社 長 當
選人 Rich 林耀清主持。
Rich林耀清社長當選人在主
持時報告，南門社每年舉行Close
Meeting社務討論，目標是為社內
氣氛融洽，社友及夫人參與度高，
能學習並成長，有服務榮譽感，進
而提昇自我品格。
整理幾項社友提出議題，請大
家提出看法一起討論，讓社務能更
進一步。
一、討論提案：
1.議題：2021年度國際扶輪世界年
會在台北，社友報名事宜。
說明：世界年會提早報名早鳥優
惠。
提案人：Rich

決議：2019-20年度起增收2021
年台北世界年會報名費(
早鳥每人350元美金，約
12,000元)，社友需全體
報名，夫人自由報名。將
於社費一同收取(季繳)。
2.議題：建議日後若有社裡對外的
活動，（譬如服務計劃、或金蘭
社丶雙子社、友好社授証），建
議仿照本社保羅哈里斯「輪流捐
獻」的傳統。

說明：由社友「輪流出席」活動
，不只增加社友的參與度
也增進本社對外的形象。
提案人：Doctor
決議：各年度舉辦的活動日期要
事先排定，屆時再排定輪
值社友(請依理事優先安
排)參加，如社友無法參
加，請私下與他人協助日
期。
3.議題：本社逢五，十週年算是重
要屆別，日本姊妹社也會來慶賀
，因此需較多費用來招待旅遊與
歡迎會，建議由南門基金撥入20
萬元，若尚有不足，則由社員每
人捐2000元以內來支應，全部
預算，請理事會先行評估。
說明 : 請以「2000元以內捐款
」來表達以規劃所需為準。
提案人：Concept
決議：請先規劃年度所需花費
（預估日本社來訪聯誼的
費用)，經南門基金撥款
，如不足再向社友收取
(2000元以內的捐款)。
4.本社營運建議
A.每屆理事會要負責掌控預算
支出，不同科目之預算挪用
，應經理事會研議。年度結
束雖未規定要有盈餘，但也
不需刻意用磬，可保留原定
預備金在南門基金，以備逢
五屆份使用。
B.建議每屆至少能安排1位PP進
入理事會，配合IPP協助當屆
運作。
C.歡迎社員對社務運作給予建議
，但無需以過去如何來期待
現任應如何執行。
提案人：Concept
決議：同意通過。
A.每屆理事會要負責掌控預算
支出，不同科目之預算挪用
，應經理事會研議。年度結

束雖未規定要有盈餘，但也
不需刻意用磬，可保留原定
預備金在南門基金，以備逢
五屆份使用。
B.每屆至少能安排1位PP進入理
事會，配合IPP協助當屆運作
，建議可擔任扶輪基金主委
、社員主委。
C.歡迎社員對社務運作給予建議
，但無需以過去如何來期待
現任應如何執行。
5.議題：資深社友(年資+年齡＞
85)的定義、權利及書面申請，
辨識名牌製作。
說明 :
A.第12章 出席
第3條-准予免出席。社員可准
予免出席，如：

a.其缺席符合理事會核准之條
件及情況。理事會在認為理
由正當且充分時得准予社員
免出席例會。此類准免出席
之時間長度不得超過12個
月。然如係為醫療或生產、
領養或接受寄養兒童之後而
請假超過12個月，理事會
得在原請12個月之假外另
予延長。

b.該社員之年齡加上在一社或
多社之社員年資達85年，
並在一社或多社之年資至少
20年，且已用書面向本社
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望，並
經理事會同意。
第4條-國際扶輪職員之缺席。
國際扶輪之現任職員或其
扶輪社員伴侶可准予免出
席例會。
第5條-出席記錄。
如因本章第3條：
a.款之規定而獲准免出席之社
員未出席例會，該社員及其
缺席不列入出席記錄。
遇有依據本章第3條：
b.或第4條准予免出席之社員
出席本社集會時，於計算本
社出席時該社員及其出席應
列入本社社員人數及出席人
數。

台中 南門 社 家 庭 懇 談 會

▲107.12.1(六)劉銖淇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107.12.2(日)陳潤松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唐瑋勗伉儷、謝慶祥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慶璋社友、尤瑞柏
伉儷、湯富淳伉儷
伉儷、林丙申伉儷

▲107.12.5(三)柯富揚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賴文瑞伉儷、張長信
伉儷、林永成伉儷

▲107.12.8(六 )張建國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107.12.11(二)謝慶祥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趙紹清伉儷、林洽鑫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謝慶祥伉儷、劉叔綱
伉儷、林丙申伉儷
伉儷、湯富淳伉儷

▲107.12.11(二)劉柯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洪榮德伉儷、葉守正
伉儷、賴仁淙社友

B.製作資深社友辨識名牌。
一般社友：銀底黑字
資深社友：銀底（紅、橙、黃
、綠、藍、紫)字
提案人：Rudy
決議：A：修正資深社友認定(
原年資+年齡＞85)，國際
扶輪修正改為扶輪年資需
滿20年+年齡＞85，才可
申請資深社友。
B：不需製作資深社友辨識名
牌。
Rich社當在做社務討論總結
說，扶輪社最重要的是"出席"，請
大家將出席看得很重要的事，下屆
例會節目我們已經籌劃一段時間，
將會推出最堅強的講師，所有的活
動都會很用心的來規劃，無非就是
希望社友全員出席，參與扶輪：出
席、關懷、服務(扶輪人的義務、
責任、權益)。

點滴
台中二中扶輪之子相見歡
King代理報告台中二中扶
輪之子相見歡活動，5月3日下午
2:00-4:00，台中二中有17個認養
學生，有很多已經認養三年，與我
們互動最好，歡迎大家踴躍參加給
小朋友鼓勵。

出席率報告
Bob代理報告出席率，社友
人數68人，請假27人，免計出席
4人，實際出席人數37人，出席率
58%。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由Rich
社當分享成公喜悅，說道將在六月
份慶生會時，請社友們吃麻油雞。
Rudy分享春遊，感謝社友去日本
春遊時，為他慶生。

下週 例會

台中南門扶輪 社
2018~2019 年度

108年三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3月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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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輝、吳騰彥、何志修
列席：陳慶璋、洪富金、陳榮鍠、廖進聰、馮賀欽、謝慶祥、廖德炯
劉銖淇、黃吉隆、湯富淳、陳向榮、張光瑤、朱福民、張國洋
賴仁淙、林洽鑫、周鴻仁
議題：
一、2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2月份財務報表。
二、參加5月24日(五)新店碧潭社、台北南門社授證事宜。
註：另安排『老淡水球場球敘』及旅遊行程。
目前報名狀況：新店碧潭19人，台北南門9人。
說明：請 秘書 Poster、聯誼主委 Sugar報告。
決議：目前規劃兩台遊覽車前往(一台打球組、一台旅遊組)，屆時安排集
合點接人前往2社授證地點，尚請秘書 Poster與聯誼主委 Sugar詳
細規劃安排流程。
三、台中市B-1、B-2分區日月潭聯合例會。地點：日月潭雲品酒店。
行程：
09 : 00 - 09 : 30 朝霧碼頭前廣場集合照相(依各社到達順序)
09 : 10 - 09 : 40 朝霧碼頭搭船前往玄光碼頭~
09 : 40 - 10 : 40 青龍山步道、玄奘寺、慈恩塔
11 : 00 - 11 : 30 搭船返回朝霧碼頭，沿環潭步道至雲品酒店聚餐聯誼
11 : 30 - 12 : 00 雲品酒店報到入座舉行聯合例會（請依各社座位入座）
說明：請 秘書 Poster報告。
決議：自行前往會場，邀請自行車隊一同健行，並請秘書處統計桌數。
四、臨時動議。

台中南門扶輪 社
2018~2019 年度

108年四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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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輝、何志修、
林啟聖
列席：陳慶璋、柯富揚、廖俊榮、廖進聰、吳騰彥、邱啟成、張廖萬煌
陳榮鍠、劉銖淇、洪富金、許茂億、湯富淳、張國洋、朱福民
賴仁淙
議題：
一、3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3月份財務報告。
二、5月14日(二)職業表揚推薦名單。
1.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洪德學 先生 (Bond社友推薦)
2.光田醫院(Ears 社友推薦) 陳宜均 小姐(Ears社友推薦)
3.台灣勁越股份有限公司 謝依璇 小姐(Polo社友推薦)
說明：請 職業主委Star報告。
決議：通過並於5/14(二)表揚三位優秀員工，每人獎金6,000元及獎牌1面(
推薦人捐款3,000)。
表揚優秀員工如下：
1.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洪德學 先生 (Bond社友推薦)
2.光田醫院(Ears 社友推薦) 陳宜均 小姐(Ears社友推薦)
3.台灣勁越股份有限公司 謝依璇 小姐(Polo社友推薦)
三、臨時動議。

108 年 5 月 14 日

【職業表揚】

※ 例會後召開 5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