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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298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九 月 十七日 【 第二十五卷．第 十 期 】

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三日第
1297 次例會，舉行「中秋女

賓夕」，地點：寨酌然莊園。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原本週

五才是中秋節，因中秋節社友都有
自個的活動，避免撞期，提早本週
二提早舉辦中秋女賓夕，由於例會
時間有提早及今天不是例行假日，
有些社友要上班，所以會晚點到，
增加時間讓大家聯誼聯絡感情。

感謝Kaepa 贊助今晚的 12瓶
紅酒，也感恩Bistro 贊助 40罐德
國世界冠軍啤酒，社長我贊助12瓶
義大利白酒供各位暢飲；今晚的例
會地點我們在四個月前即前來踩線
過，今晚的座位安排是我們這屆節

目主委Polo安排，了寨酌然莊園提
供的在地餐點之外，我們還請了中
部地區烤肉達人來提供美味的烤肉
料理，以期能讓大家盡興！此外我
們優秀的節目主委Polo也籌劃了精
的節目，讓大家有一個不一樣的中
秋夜，今晚有很多社友及夫人來參
加，經常參加扶輪社活動，大家感
情才會升級，我及25屆所有的幹
部，唯一希望就是能增加夫人及社
友的出席率，請大家多多出席聯誼。

Doctor 劉 銖 淇 秘 書 報 告，
9 月 17 日 ( 星期二 ) 邀請劉昭惠 
PDG Music 專題演講：「『愛』
使破碎到完整」、9月24日(星期二) 
邀請蔡舜任 先生 專題演講：「鑑
古知今－談藝術品及文化資
產修復」，請社友踴躍出席。

9月 18日 (星期三 ) 台
中家商扶少團舉行第八、九
屆交接典禮。

9 月 20 日 ( 星期五 ) 舉
行「社區服務百年四德、智
慧新生－四德國小智慧英語
教室啟用典禮」

上週中秋女賓夕活動，

由Polo節目主委擔任主持人，進行
小扶輪金榜題名表揚、以及過往知
名的少男少女團體表演、社友及夫
人民歌精選演唱，席間並穿插甩手
速度計數比賽，節目十分精彩及熱
鬧。

◎例會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 新民高級中學董事長 / 台中中央扶輪社前社長 )

劉昭惠 PDG Music 專題演講：〝愛〞使破碎到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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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97次例會 地點：寨酌然莊園

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三日第
1297 次例會，舉行「中秋女

賓夕」，地點：寨酌然莊園。

上週中秋女賓夕活動，地點
擇定卓蘭的「寨酌然」避世的仙
境。抵達園區時，離晚宴還有時
間，我們先進行全體大合照，並
由工作人員陪同社友導覽園區。

例會開始，先頒發2019-20
年度台中南門扶輪社金榜題名獎
學金：
◆許光梧(成功大學)/Polo社友
◆吳秉澄(溫哥華島High Land

高中)/Tony社友
◆吳秉樺(澳洲昆士蘭大學)/

Tony社友
◆廖嘉倫(國立聯合大學電機

▲節目主委 Polo 主持晚會節目

▲頒發社友小扶輪金榜題名獎學金

系)/Power社友
◆洪誠鴻(英國Warwick大學

商學院碩士班)/Denture社友
◆張雅信(中山醫學院公衛系)/

Pharma社友
出席主委Sugar報告本次例

會出席率80%，達抽出席獎標

▲台中南門中秋女賓夕於枽酌然莊園合影

(苗栗縣卓蘭鎮壢西坪)

南 門 中 秋 女 賓 夕  

準，幸運中獎的社友是Tony、
Concord社友，Rich社長頒發出
席獎品。

晚會時，在寨酌然莊園的綠
地大地餐桌大啖美食，涼風徐徐
，一抬頭便可望見天上的星星，
聽著蟲鳴鳥叫，令人有身處夢幻
之境的錯覺。

Polo節目主委擔任中秋晚會
節目主持人，今晚南門秋晚主
題為「穿月時空遇見你」，讓大
家穿月時空回到過去，不只遇見
曾經紅極一時的城市少女（由
Polo夫人玉琳、Surgeon夫人均
涵表演）、少男團隊小（老）虎
隊（由King、Onsen、Bistro）
唱跳表演；耳熟能詳的民歌精選
－Ｄaniel夫人瑞京演唱城裡的
月光、小幸運，台中南門二重唱
(Gary夫人淑蓮、Biotek夫人冰
馨)演唱：秋蟬、陪我看日出、
恰似你的溫柔；並邀請民視大型
歌唱選秀比賽歌星謝大葦演唱月
圓時…，Casa夫人彩瑜演講情難
枕、新戀情，Bond社友演唱再
回首，席間穿插趣味比賽，在椅
背上有標籤的社友及夫人出列參
加，進行甩手計數比賽，比賽規
則是將計數器固定在手臂上，一▲社長頒發出席獎

▲欣賞晚會節目精彩



分鐘內，看誰甩動的最快，最後
由Home及RYE學生蘇娜娜獲勝。

熱鬧的氛圍，RYE三位交
換學生蘇娜娜(厄瓜多)、周宥儷
(美國)、江承玫(丹麥)也忍不住
上台與大家同樂；社友卡拉OK
時間，Onsen、CP Concept、
Patrick上台歡唱，在美麗月光下
，我們共享往日情懷，一起渡過
歡樂時光～穿月時空遇見你！

中秋節特別節目：穿月時空遇見你



下週 例會 蔡舜任 先生專題演講：「鑑古知今－談藝術品及文化資產修復」
108 年 9 月 24 日 ( 二 )  

( 新蔡舜任藝術修復工事 , 台灣 油畫及木構件彩繪修復師 )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8年八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7月30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林耀清

出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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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席：莊賜濱、張光瑤、張長寬、陳俊清、陳向榮、柯富揚、吳騰彥

議題：

一、8月13日(二)總監公訪事宜(附件1)
說明：請 社長 Rich報告(邀請Hospi助理總監與會指導)

決議：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餐)，並請秘書處將年度

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項，於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敬

請各位理事伉儷於8/13(二)下午4:30前到達。

二、七月份財務報告。(附件2)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7月份財務報告。

三、9/10(二)中秋女賓夕活動籌備事宜，地點：寨酌然莊園。
說明：請 節目主委 Polo報告。

決議：9/10(二)中秋女賓夕地點暫訂於戶外（寨酌然莊園)，並備有2台巴

士前往會場，與舉辦小扶輪金榜題名獎學金，詳細的活動內容尚請

節目主委Polo詳細規劃安排。

四、臨時動議。
1.南門社財產清冊移交。

　說明：請直前社長Packing報告。

　決議：秘書處已將南門社財產編

　　　　列成冊，並於這次會議中

　　　　完成財產移交。並由現任

　　　　社長、直前社長完成移交

　　　　。

▲台中南門社 RYE 迎新暨接待家庭與顧問講習 2019.09.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