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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288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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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iDrip 與未來商務』
主講人：葉建漢 (John) 董事長（AeSA 亞太品牌商務加速器董事長）

上

週 民 國 108 年 七 月 二 日 第
1187 次 例 會， 舉 行「201920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暨七月份慶生
會、新社友 Accountant 宣誓入社」。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首先歡
迎今天要宣誓的新社友Accountant
及夫人、小扶輪，還有南門社創社
社員陳立家Poly來訪。
今天下午與Doctor秘書及社員
主委King、Sugar到Accountant公
司做例行性拜訪及溝通參加南門扶
輪社理念，在此歡迎Accountant即
將成為南門的一份子。
我對新社友要求重質不重量，
我希望只要進入南門社的社友，每
個人要看顧好，做好溝通及聯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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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屆的幹部真的非常辛苦，
可以說沒有一個職務是涼缺，每一
個幹部都有他們的職務要執行，很
感謝一開始籌備交接、慶生節目及
籌備授證的節目主委Polo，他非常
的優秀及辛苦，我們做所有的準備
及東西都只有一個目的，就是希望
社友及夫人多多參與，也希望夫人
在慶生會及內輪會，也多加支持、
參與。在此也非常感謝Kaepa的鼎
力相助，贊助本屆慶生會聯誼的所
有香檳。
Doctor劉銖淇秘書報告，感謝
Kaepa提供這麼好的香檳及Ryder
提供好吃的豆干，感謝兩位社友的
熱情贊助。這陣子深深感受到社長
使命必達的熱誠，為了提高出席率
，不惜一切手段，除了讓我們有一
個平台，社友能互相聯誼外，本
屆也成立一個演講委員會，謝謝
Kenchiku、Innovation、Surgeon、
Faith幫忙介紹講師，像下週我們邀
請iDrip創辦人葉建漢先生，分享他
怎樣從一個概念轉換成商業模式，
在這一季我們會有一個單元：年輕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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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想什麼？會找在某個領域裡面
有成就的年輕人，來與大家分享他
們的創業過程。
7月18日（四）舉行社長盃高爾
夫球賽，地點：興農高爾夫球場。
7月20日服務計劃通知：慈愛智
能發展中心愛心專車捐贈計劃，上
午9:30-11:00。地點：慈愛智能中
心。
內輪會通知：7/20(六)餐敘聯
誼，時間：中午11:30聯誼，12:00
用餐。地點：好好Good Days。
今年度家庭懇談會型式將以 茶

點方式，在家裡或公司舉辦，原
則上下午3:00-4:00或晚上8:009:30，一次以一組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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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g主委說，今年所有的職務
都沒有掛名的，將嚴格執行工作計
畫書編制的工作內容，報告社員發
展的幾項重點：今年新社友入社將
以2-4人為目標，因為我們平均年
齡一年增加一歲，希望能年輕化，
最好能招攬40歲以下之社員，希望

社友及夫人多加介紹。為了讓新社
友能更快的融入我們的南門大家庭
，我們會有一位PP及一位資深社友
為輔導新社友之小組，讓新社友清
楚的知道社務的運作及社內活動。
服務計劃主委Kingnet介紹主
委並介紹今年度的服務計畫，社區
服務委員會主委Onsen、職業服務
委員會主委Tony、國際服務委員
會主委Hebs、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主委Faith、新世代服務暨交換委
員會King、扶輪之子委員會主委
Melon、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會主
委Packing、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
會主委Archi。今年度有六項服務
計畫，本月7月20日將舉辦私立慈
愛智能發展中心愛心專車捐贈活動
，歡迎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扶輪基金主委Archi介紹成
員，保羅哈理斯之友委員會主委
King、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
主委Poster、全球獎助金委員會主
委Archi、地區獎助金委員會主委
Innovation，Archi詳述年度基金捐
獻概況及全球獎助金計劃-彰化縣茄
荖國小-看見希望課後輔導教室建立
，同時配合計畫，成立台中南門茄
荖扶輪社區服務團（17位愛心媽媽
），以利永續維護。
公共關係主委David介紹成員
，國際雙子社委員會主委Pharma、
扶輪宣傳委員會主委Catia、美學推

▲社務行政委員會主委 賴仁淙Ears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 洪富金King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劉柯成Archi報告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蔡育偉David報告

第1287次例會

2019-20年度工作計畫報告
暨 七月份慶生會、新社友Accountant宣誓入社

▲ 2019-20 年度 工作計畫報告

上

週 民 國 108 年 七 月 二 日 第
1187 次例會，舉行「2019-20
年度工作計畫報告暨七月份慶生會、
新社友 Accountant 宣誓入社」。
例會伊始，進行2019-20年度
工作計畫報告，社務行政主委Ears
介紹成員：節目主委Polo、出席
主委Sugar、聯誼主委Bistro、糾
察主委Innovation、社刊編輯主委
Poster、扶輪知訊Rudy，其他詳細
工作職掌，再請參閱工作計畫書。
社員委員會主委King介紹成員
：社員發展主委Kenchik、社員教
育主委Rudy、防止社員流失主委
Copper、Star委員會主委Health、
出席關懷小組委員會主委Sugar。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林啟聖Kingnet報告

▲七月份慶生會

七 月 份 壽 星 走 紅 地 毯

廣關懷台灣委員會主委Kaepa、扶
輪家庭委員會主委Patrick、金蘭／
友好社委員會主委Concord、三結
義社委員會主委Copper。
節目主委Polo接著主持7月份
慶生活動，邀請七月份壽星走紅地
毯出場，社友歡唱生日快樂歌祝福
七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七月份壽星有：Bond夫人(7
月2日)、Health夫人(7月3日)、
Concept社友(7月6日)、David夫人
(7月9日)、Packing夫人(7月14日)、
E-Style社友(7月21日)、Rudy夫人
(7月23日)、Yoke夫人(7月28日)、
Melon社友(7月28日)、Home社友(7
月30日)，Rich社長贈送生日禮品。
歡迎新社友--王慕凡從自行車
參加半年之後決定參加南門社成為
南門扶輪社社員，南門自行車隊全
體隊友，排成兩列，夫人以啦啦隊
歡呼方式，隆重的歡迎我們的新社
友-王慕凡入場。
王慕凡Accountant自我介紹
時說，自從加入車隊後就一直很想
加入南門扶輪社，最大原因是在於
感受到大家的熱情，像是Packing
、Rich、Polo、Bistro、Onsen、
Sugar、Poster、Tony、Sugeon、
King、Star這一路來幫我認識南門
大家庭，真的很棒。
Accountant畢業於政治大學
會計系，現職：立本台灣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服務很多上市櫃公司，
Accountant另外一個職業是教書，
從25歲教到43歲，利用下班時間及
例假日，在逢甲大學教書。
Accountant提到太太，非常感
謝太太把家裡顧的很好，也因為太
太有子宮肌瘤，懷孕不易，後來開
刀治療後，終迟 生 了二位可愛的小朋
友，Accountant並準備一束鮮花謝
謝太太，也貼心的準備玫瑰花，送
給每一位社友夫人。

新社友 Accountant 入社儀式

點滴
出席主委報告
Sugar主委報告上週出席率91%
，抽出二張電影票，恭喜Doctor、
Alumi獲得電影票。

糾察時間
Surgeon主持糾察時間， 上
週有Accountant、Rich、Concept
、Sugar、Faith、Surgeon、
Onsen、Kaepa、Packing、Herbs
、Ortho夫人投入歡喜箱，歡迎
Accountant新社友加入南門扶輪大
家庭、歡迎南門社創社社友陳立家
Poly來訪。

下週 例會

108年7月16日 (二)

王俊凱 奧丁丁集團創辦人暨執行長 專題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