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長：林耀清

秘 書：劉銖淇

財 務：陳慶璋

理 事 會
林耀清、吳為楨、劉銖淇、陳慶璋、賴仁淙、洪富金、林啟聖、
劉柯成、蔡育偉、許茂億、何志修、周鴻仁、劉偉傑
＊社務行政：賴仁淙
員：洪富金
＊社
＊服務計劃：林啟聖
＊扶輪基金：劉柯成
＊公共關係：蔡育偉
＊金蘭友好：陳榮鍠
＊雙 子 社：張耀硬
＊新 世 代：洪富金

察：周鴻仁
＊糾
目：許茂億
＊節
誼：劉偉傑
＊聯
出
席：何志修
＊
刊：莊賜濱
＊社
＊健康活力：洪富金
食：朱福民
＊膳
＊社區服務：馮賀欽

＊職業服務：吳騰彥
＊國際服務：柯富揚
＊扶輪之子：吳元益
＊ＳＴＡＲ：黃吉隆
＊ ＲＹＥ ：邱啟成
＊美學推廣：林振楨
＊職業分類：洪富金
＊社員發展：林丙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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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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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秘書座談會

分接著與 Rich 社長團隊舉行社
務行政會議，進行社務行政會議
時，總監團隊與本社主委相互介
紹，並邀請本社五大主委詳細報
告本年度工作計畫內容及成果，
讓 Paper 總監對本社的近況進行
了解，Paper 總監對南門的社務
規畫相當讚許。
總監在公式訪問例會中，也
特別提醒大家，國際扶輪目前經
由理事會，提出許多創新與改革
的修正，請多多留意每年社長受
訓後，帶回社裡的給大家新的扶

輪規定。
週民國108年八月二十日
第1294、1295次例會，舉
辦國際旅遊~萊茵河之旅(8/178/26)，各休會乙次。

前

108年八月十三日第
民國1293次例會，歡迎3461地
區總監Paper 謝東隆伉儷蒞臨
「公式訪問」。
Paper 總監下午 5 點準時抵
達 長 榮 飯 店 1 樓 Lobby，Rich
社長伉儷與理事伉儷列隊歡迎總
監伉儷及團隊的蒞臨。
下午 5:00，Paper 總監隨即
與 社 長、 秘 書 展 開 座 談，5:3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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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293次例會

主講人：謝東隆 Paper
（3461 地區總監）

歡迎

謝 東 隆 Paper 伉儷
公式訪問

社務行政座 談 會 議
108年八月十三日第
民國1293次例會，歡迎3461地
區總監Paper 謝東隆伉儷蒞臨
「公式訪問」。
Paper總監公式訪問於下午5
點總監與社長、秘書展開座談，
接著與Rich社長團隊舉行社務行
政座談會議，就年度工作執行上
及計畫進行討論。

▲歡迎總監 謝東隆 Paper 伉儷

下午6:30點例會開始，Rich
社長致歡迎詞表示，Paper總監
很看重南門的公式訪問，史無前
例來了三十多位成員，Paper總
監是近十年來難得一見非常用心
的總監，因為十年前是由我們的
CP Concept擔任總監，兩位惺
惺相惜，這都是我們扶輪的榮耀
，有人願意當總監，把3461地

區帶領的這麼好，總監團隊也是
由各路精英組成，今天我比交接
典禮來得緊張，希望本社在社務
跟地區配合的活動或是需要改進
的地方，還請總監不吝指教，我
們一定盡力達到總監的要求。南
門扶輪社在CP Concept創社以
來，一向秉持著南門良好的內規
及優良的傳統，所以社友及夫人
的參與力是很好的，做扶輪社友
不只是要好玩而已，地區的活動
，像是國際扶輪日是Paper總監
這屆主要推廣的大型活動，10月
27日這天南門社將會集中火力來
配合這次地區的活動，有什麼南
門社需要改進的，請總監及團隊
不吝指教，謝謝。
助理總監Hospi介紹Paper總
監，Paper總監出生苗栗縣竹南
鎮，目前是廣源造紙(股)公司執
行董事，有優秀的教育背景，豐
富的扶輪經歷，與總監夫人柯淑
育有一子一女，都已嫁娶，目前
都有很好的職業，總監有兩個外
孫，一個內孫女。在每年我們台
灣當屆總監都會推選一位總監擔
任班長，歷年來都是由北部地區
的總監擔任，今年Paper總監被
我們台灣地區12位總監推選為班
長，實在是我們3461地區的光

▲助理總監 Hospi 介紹 Paper 總監

總監夫人暨社友夫人座談會

榮與榮耀。
Paper總監在演講時說，南
門社一直是我心目中學習的模
範扶輪社，記得我在2011年，
Medichem當時剛擔任總監時
，當時PDG Concept正在籌備
年會，當下我就打電話給PDG
Concept詢問是否可以讓我們學
習，感謝他當時慷慨的給我們學
習的機會，其實那一年對我們大
甲北區社有很大的幫助，因為
PDG Concept在規畫整個地區
的活動都做得非常詳細。今天在
社務行政會議讓我知道南門社是
非常優質的扶輪社，傳承我們
CP Concept制定很好的規矩，
這是非常好也是值得學習的地方
。接著總監詳盡的報告國際RI社
長的年度宣言與目標，還有3461
地區今年的重大目標與活動。
Chemical秘書長佈達今年
度社區的服務計畫、宣導生命橋
樑助學計畫、與3462共同舉辦
明年228辦理馬拉松活動，今年
社區服務計畫大型活動只有10月
27日的扶輪日活動，將結合社會

▲社友與 Paper 總監伉儷及地區團隊合影

▲社友夫人與 Paper 總監伉儷及地區團隊合影

局及市政府體系單位，在圓滿劇場做一系列反毒及
公益義賣，希望當天扶輪日的活動成為扶輪社的平
台，各社有任何公益活動及捐贈儀式、宣傳廣告，
都會獲得很多媒體的現場報導。
接著頒發地區團隊聘書及感謝狀。
＊頒發保羅哈理斯協會會員PHS：Concept CP。

＊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PHF感謝狀：Rich、Meton
、Innovation、King、Biotek、Spindle、Kaepa、
Brains。

Onsen、Faith、Doctor、Poster、
Denture、Ears、Fumin、Skylin。

＊頒發扶輪之子捐贈感謝狀：
Kaepa、Sugar、Biotek、
Surgeon、Herbs、Polo、Onsen
、Gary、Archi、Archi夫人、
Bistro、Lawyer。

＊地區擔任地區團隊聘書：

4.Rich（地區年會活動委員會高爾夫球

1 . A r c h i （地區新世代服務暨交換

組組長、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
5.Health黃吉隆（地區社員委員會副
主委）

NGSE委員會主委、地區年會協調中
心主委、地區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
委、地區青少年交換RYE委員會諮
詢委員、地區青少年領袖營(RYLA)
委員會總顧問）

6.Ears (地區社訓師委員會委員)
7.張廖萬煌 （地區扶輪日公益委員會
副主委）

8.王叔榮 （地區RYE委員會緊張事故

4.Kenchiku（地區新世代服務暨交換

協調組長／諮詢委員）

NGSE委員會委員、地區青少年交換
RYE委員會委員）
5.Concept（地區諮詢委員會副主委、

總監伉儷分別致贈禮品給社

總監頒發出席獎

總監夫人致贈社長夫人及秘書夫人禮品

＊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獎學金感謝狀：Vino、Child、

長、社長夫人及秘書夫人。
Sugar主委報告出席率，社友
69人，請假11人，免計出席2人，
實際出席人數56人，出席率84%
，社長抽出席獎，恭喜Health、
Pharna獲得出席獎品。
最後，在總監團隊與社友們
熱絡互動之後，結束了今晚的公
式訪問之行。

國際扶輪地區立法委員會副主委）
3.Gary（地區年會副秘書長）
頒發保羅哈理斯協會會員
PHS

▲台中南門茄荖扶輪社區服務團正式成立 (Rotary Community Crops）Rich 社長及 Paper 總監為
茄荖社區服務團 (RCC) 授證及授旗，承先啟後，邀請 Catia PP、Alumi PP、Packing PP 三位前
社長及 Ears 社長當選人、Doctor 社長提名人上台合影

▲總監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 PHF 感謝狀

▲總監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感謝狀

▲總監頒發地區團隊聘書

▲總監頒發扶輪之子捐贈感謝狀

下週 例會

108 年 9 月 10 日 ( 二 )

【南門中秋女賓夕】
地點：寨酌然野奢莊園 ( 苗栗縣卓蘭鎮壢西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