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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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80次例會民國108年五
月十四日，舉行2018-19

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洪德學先生、光田醫院陳宜均 
小姐、台灣勁越股份有限有司謝
依璇小姐及中華扶輪獎學金獎學
生邱同學與姐姐參與例會。

一年一度的優秀職業楷模表
揚大會，三位都是公司最優秀的
職員，才會被推薦來這裡接受表
揚，這代表老闆非常器重您們，
等一下時間非常充裕，請大家盡
情發揮。

今天第 1283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六 月 四 日 【 第二十四卷．第三十五期 】

Poster莊賜濱秘書/高爾夫球
總幹事報告原訂5月16日與南區
社高爾夫球聯誼賽，因球場16
日客滿故南區社變更到23日，
一般球隊可以改球場但不能改時
間，因大家都有既定的行程，故
打球時間照原訂5月16日，地點
改到南峰球場，請打球社友記得
不要跑錯球場。

Poster秘書報告，台北南門
社與碧潭授證當天早上有一場球
賽，原訂老淡水球場11點開球
，地點變更到楊梅球場，開球時
間改到9:40分。

Poster秘書報告，5月19日

成為勵志領導者

【 六 月 份 慶 生 會 暨 結 婚 週 年 慶 】

▲頒發中華扶輪獎助學金學生 邱琇綉棋同學。

台中市B-1、B-2分區日月潭聯
合例會，早上先拍照，中午有夫
人熱舞表演，請社友記得準時參
加，5月21日例會休會乙次。

會後召開五月份理事會，請
理事留步。

前週第 1281 次例會，原 5 月
21 日例會變更至 5 月 19

日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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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第 1282 次例會，原 5 月
28 日例會變更至 5 月 24

日參加【參加新店碧潭社與台北
南門社授證慶典】。



第1280次例會 職業表揚

職業模範表揚

第1280次例會民國108年五
月十四日，舉行2018-19

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職業服務主委Star陳慶璋主

持2018-19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新年度社友推薦接受表揚
的職業楷模有3位，由推薦人介
紹優良事蹟，再請受獎人報告
，社長Packing頒贈獎座、合影
留念。

2018-19年度「職業模範表
揚」，受獎人有：

洪德學先生

服務單位：大東樹脂化學股份
　　　　　有限公司 
現　　職：資訊專員

優良事蹟：1.107年度員工楷模
(大東樹脂)。2.主動為進行公司
各資訊作業系統及軟體升級與
評估測試，提升夥伴整體工作
效能，落實公司「好還要更好
」之大東人風範。3.具改善精神
，提出高雄廠網路磁碟機建置
與備份備援改善方案，並完成
後續相關建置配套作業，確保
高雄廠工程與製程資料安全性
，提升公司資安等級，並獲得
改善提案獎勵之肯定。

陳宜均小姐

服務單位：光田綜合醫院耳鼻
　　　　　喉頭頸部 
現　　職：副管理師 

優良事蹟：1.於光田綜合醫院耳
鼻喉頭頸部17年來；執行與協
調辦院內所有行政活動、行政
事務的流程規劃、跨部門整合
與溝通；協助各會議的排程，
各種記錄與報表製作；專科醫
師訓練醫院評鑑、醫院的大評
鑑。2.協助賴部長籌備發起成立
「台灣耳鳴學會」的過程更是
一趟精彩的學習旅途～2008國
家品質標章－優質耳鼻喉科醫
師的顛峰訓練：顳骨鑽磨實作
訓練課程。2010台灣耳鼻喉科
醫學會第88屆學術演講會暨兩岸
耳科論壇。2011第三屆三界華人
耳咽喉頭頸外科大會。2011台灣
耳鳴學會發起籌備處成立。2012
台灣耳鳴學會成立立案2015第一
屆兩岸耳鳴論壇。

謝依璇小姐

服務單位：台灣勁越股份有限
　　　　　公司 
現　　職：商品部經理 
經　　歷：林尚琳實業有限公
　　　　　司服裝助教 
得獎紀錄：中華民國經濟部：節
　　　　　能衫創作競賽－休閒
　　　　　創意服-男裝組-第2名

邱啟成報告服務計劃
服務計劃主委Faith報告本

社與台中中央社配合獎助學金
啟動儀式將在5月27日下午1:40
分在南投市南崗二路八十五號
一樓大廳舉行，希望大家報名
參加。

點滴

▲職業服務主委Star陳慶璋主持2018-19年度「職業模範表揚」

▲2018-19年度「職業模範表揚」社長Packing頒贈獎座



台中市B-1、B-2分區日月潭聯合例會
◎日期：108 年 5 月 18 日 ( 星期六 )   　◎地點：日月潭雲品酒店　　　　

與台中中央社銀髮生活達人
聯合社區服務活動，邀請吳念
真導演演講，門票限量三十張
，要參加的社友請向秘書處索
取。

陳志修報告授證旅遊行程
聯誼主委Sugar報告台北南

門社與碧潭社授證旅遊組行程
：早上9:00長安集合、9:30大
東集合，11:30抵達參觀關渡
宮+台北藝術大學藝術巡禮，
12:30寶萊納餐廳，14:00關渡
自然公園，16:30與打球組人員
集合，預訂5:30參加碧潭扶輪
社授證慶典。

劉偉傑報告聯合例會
自行車隊總幹事Bistro報告

5月19日台中市B-1、B-2分區
日月潭聯合例會，南門自行車
隊請於早上8:30將車停放在寒
碧樓停車場，在寒碧樓先團拍

，9:00到朝霧碼頭前廣場集合
拍照，接著搭船或騎自行車，
中午11:30-12:00到雲品酒店報
到入座參加聯合例會。

出席率報告
Melon代理出席主委作出席

率報告，出席率60%，抽出二名
出席獎，恭喜Ben、Innovation
抽出玉溪米。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

▲1819南門社RYE IB學生歡送會暨接待家庭感恩餐會1080518。

▲介紹2018-19年度社長、秘書上台

▲介紹2019-20年度社長、秘書上台



下週 例會 108 年 6 月 11 日 ( 二）

台 中 南 門 社 家 庭 懇 談 會

▲108.01.08(二)湯富淳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蔡育偉伉儷、蘇朝坤

伉儷、何志修伉儷

▲108.01.10(四)廖俊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賴仁淙伉儷、江輝雄社友

、廖德炯伉儷、賴文瑞社友

▲108.01.16(三)吳瑞隆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慶璋社友、賴文瑞

社友、許茂億伉儷 

參加台北南門扶輪社、新店碧潭扶輪社授證暨台北一日遊
參觀關渡宮 + 台北藝術大學藝術巡禮 + 搭淡水捷運

主講人：王派仁 校長　（台中山陽國民小學 校長） 　

講　題：『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參加新店碧潭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慶典

▲參加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 28 週年慶典

▲108.01.18(五)林振楨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陳重光伉儷、賴文瑞伉儷

、林啟聖伉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