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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01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十 月 八 日 【 第二十五卷．第 十三 期 】

上週民國 108 年十月一日第
1300 次例會，舉行「十月

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紀念」。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來賓賴威民伉儷、陳信宏先生及
厄瓜多交換學生蘇娜娜、美國交
換學生周宥儷、丹麥交換學生江
承玫。

Rich 社長報告，10 月 27 日
( 日 ) 參加地區扶輪日 3461 地區
反毒大遊行暨南門例會，下午一
點中在市議會集合，反毒大遊行
是今年地區最重要的活動，呼籲
各扶輪社全力動員，一個多小時
的遊行，從市議會走到文心森林

公園，請大家踴躍參加。
南門秋遊～南庄、三義 2 日

遊，聯誼 Bistro、Onsen 已事先
安排，住宿泰安觀止及湯唯，景
色怡人，社友現在還在報名參加。

11 月 12 日是我們南門社四
分之一世紀授證典禮，在此拜託
大家能全員參加，下週二會再開
一次廿五週年授證第二次籌備會。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10
月份的扶輪月刊只有十本，如社
友有需要，請大家跟執秘登記。

Doctor 秘書報告，下週 10
月 8 日邀請現任合樸農學市集理
事長陳孟凱先生專題演講：賽局
思惟解困境。「賽局」思維獲勝
之道，精彩可期，請社友踴躍出

席。
Doctor 秘書報告，南門秋季

旅遊 - 苗栗南庄、泰安、三義二日
遊，日期：10 月 19-20 日 ( 六、
日 )，10 月 15 日 ( 二 ) 例會休會
乙次。例會後召開10月份理事會，
請理事們留步。

講題：賽局思惟解困境　主講人：陳孟凱 （合樸農學市集理事長）

※ 例會後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第1300次例會 10月份慶生會

十月份  慶生會
暨 結婚週年紀念

上週民國 108 年十月一日第
1300 次例會，舉行「十月

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紀念」。
節目主委Polo主持十月份

慶生活動，邀請十月份壽星走
紅地毯出場，十月份壽星有
：Concep t夫人(10月1日)、
Lawyer社友(10月1日)、Rich
社長(10月1日)、Pos te r夫人
(10月2日)、Concord夫人(10
月6日)、King夫人(10月9日)、
Herbs夫人(10月9日)、Brains
社友(10月11日)、Model夫人
(10月11日)、Bistro社友(10月
13日)、E-style夫人(10月15日)
、CPA社友(10月18日)、Home
夫人(10月18日)、Pharma社友
(10月20日)、Daniel社友(10月
20日)、Patrick夫人(10月20日

)、Chemical社友(10月21日)
、Chemical夫人(10月25日)、
Tang社友(10月29日)、Bob夫人
(10月30日)、Gary夫人(10月31
日)，由Rich社長夫人贈送生日
禮品。

10月1日在1300敲的慶生會
又剛好是Rich社長當日生日，歡
慶南門社二十五年來的實屬難得

▲十月份慶生會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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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巧合，Rich社長特別加碼大放
送，將紅包藏在每桌的一位幸運
者椅子下，幸運獲得紅包的社友
及夫人開心的與Rich社長合影。

接著請十月份結婚週年伉儷
走紅地毯，十月份結婚週年伉儷

▲欣逢例會 1300 敲暨社長為當日壽星，驚喜加碼～紅包大放送



有Tang伉儷24週年(10月10日）
、Ears伉儷32週年(10月13日）
、Kneader伉儷33週年(10月25
日)、Chemical伉儷41週年(10
月26日)、Illig伉儷36週年(10月
31日)，每對結婚伉儷拿著汽球
進場，每顆汽球都藏有社友對夫
人情意綿綿的告白。當社友唸著
對夫人的愛的告白時，抖落滿地
疙瘩，笑翻全場。

RYE主委Faith主持RYE中
文月報告及頒發RYE交接學生零
用金。

劉偉傑報告秋季旅遊
聯誼主委Bistro報告南門秋

季旅遊，日期：10月19-20日，
7:30在長安上車，8:00在大東樹
脂舊廠，10月20日約六點回到
台中，本次秋遊除了好山、好水

▲厄瓜多交換學生 蘇娜娜作中文報告

點滴

▲丹麥交換學生 江承玫作中文報告

▲美國交換學生 周侑麗作中文報告 ▲社長頒發 RYE 學生十月份零用金

十 月 份 結 婚 紀 念 走 紅 地 毯

▲十月份結婚紀念



下週 例會
108 年 10 月 19-20 日 ( 六、日 ）秋季旅遊 - 苗栗南庄、泰安、三義 2 日遊    ※10 月 15 日 ( 二 ) 例會休會

108 年 10 月 22 日       ( 二 ）　　社務討論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8 年九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9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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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柯成、蔡育偉、許茂億、何志修、劉偉傑 

列席：張光瑤、陳向榮、柯富揚、廖德炯、陳重光 

　　　林丙申、朱福民、莊賜濱、黃吉隆、張國洋

　　　林洽鑫、湯富淳、張建國、賴文瑞、馮賀欽

　　　吳騰彥、江輝雄

議題： 

一、八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  8月份財務報告。

二、秋季旅遊10月19日(六)-10月20日(日)夜宿泰安觀止與
湯唯事宜。(附件2)

說明：請聯誼主委Bistro報告。決議：尚請聯誼主委詳細

規劃安排。

三、11月12日(二)南門社第25屆授證典禮流程、節目流程
進度事宜與日 本大阪大東中央社來訪事宜(目前9人，
住宿：日月千禧酒店)(附件3)

說明：請秘書Doctor與節目主委Polo報告。

決議：

1.邀請來賓「總監團隊、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B-3分區、

新店碧潭社、台北南門社、鹿港東區社、石岡社、扶少

團與茄荖社區服務團與15-16年度社秘」，暫安排30-32

桌，秘書處再次詳計統計桌數 。

2.敬請全體社友與夫人參加南門社25週年授證，並請提早

到場迎賓接待。並請秘書Doctor與節目主委Polo詳細規

劃安排，也請聯誼主委Bistro安排接待的社友。

3.日本大東社來訪行程暫定如下(安排一台巴士負責接送)

　A：11/12(二 )下午2點高鐵接大東社前往日月千禧酒店

辦理入住(由Ears社當與Star與幾位社友負責聯誼接

大東社)

     下午3：30 春水堂市政店享用點心下午茶。

     下午5：30 前往參加南門社授證

     晚上9：00 回程日月千禧酒店(安排前往928足部按摩)

　B：11/13(三)早上9點出發 早上10:30日月潭遊艇環湖導覽

     中午12：00 涵碧樓用餐/享用下午茶

     下午15：00 茄荖國小參觀(社區服務)

     下午17：00 回程日月千禧酒店休息換裝 

     晚上19：30 歡送晚宴(Bistro88)

     晚上22：00 結束回程日月千禧酒店

四、推薦2020-21年度 (長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事宜。
          (目前5人)
　　申請長期RYE2021名單：

　　1. 廖婉筑/女（Sport孫女）高一明道

　　2. 張哲維/男（Ben小扶輪）中科實中高二

　　3. 張家睿/男  高一光華高工

　　4. 朱安萍/女  明道中學高一（Sugar  介紹）

　　5. 傅詠涵/女  興大附中/高一

　　6. 卓穎薇/女 台中女中高一(Lawyer 介紹)

　　申請短期RYE2021名單：

　　1. 賴毅嘉（Alumi孫子）

說明：請RYE主委Faith報告。

決議：通過以上6長期交換學生申請，與1位短期交換學生申請。

　　　請秘書處發文至RYE委員會。

　　　備註：2016-17年度起，凡不論社內或社外參加申請派

　　　　　　遣交換學生計劃者，必需捐款2萬元至RYE基金。

五、扶輪月刊社友只有12-14本分配事宜。
註：因扶輪出委員會從19-20年度七月起，推行「扶輪月刊電

子版」，並開始依照各社人數比例(每10人提供2冊)，費

用減為每人半年350元。南門社是69人約12-14本的扶輪

月刊。

說明：請社長Rich報告。

決議：10月份起開放每個月10本扶輪月刊讓社友登記，其餘的

　3-4本將留在社內供社友借閱。

六、臨時動議。

之外，還有好酒、好米食，精彩
可期；在此感謝Living社友對社
友停車上車的部份給予我們協助
及Skyline社友特別請員工到大
安樹脂舊廠開門供大家停車。

吳元益報告高爾夫月例賽
高爾夫球隊副總幹事Melon

報告高爾夫十月份月例賽與台北
南門社PK賽，日期：10月17日
，地點：大溪球場，有安排遊覽
車，請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出席率報告
Sugar報告出席率，社友69

人，請假15人，免計出席2人，
實際出席人數53人，上週出席率

79%。

糾察時間
Melon代理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Faith、Poster、Chemical
分享並投入紅箱。

Chemical於糾察時間分享南
門環球列車，南門環球列車不是
在鐵道上行駛而已，而是一列超
速的列車。今年是南門扶輪社第
25屆，環球列車是由Rich社長擔
任，從加拿大出發，終點是中華
民國台灣省台中市，也是我們前
輩所說的回歸扶輪原點；今年剛
好是第25屆，我們已經過了四分
之一世紀，以後還會連續前進二
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一千年
，甚至到一萬年，我們從台中市
再出發，經過香港、北京、亞洲

、俄羅斯、歐洲、非洲、大洋洲
、南美洲、北美洲、美國、加拿
大，最後回到台中市，環繞世界
一週，一個循環25年，說長不長
，說短不短，期待以後還有一個
25年能創造奇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