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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05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十一 月 五 日 【第二十五卷．第 十五期】

前週民國 108 年十月廿二日
第 1303 次例會，舉行「社

務討論 Close Meeting」。
Rich林耀清社長報告，上週

六、日到南庄泰安觀止舉行的秋
季旅遊圓滿結束，這次活動很多
人參加。感謝 Bistro 精心策畫本
次秋遊行程及幕後功臣 Onsen，
總是只求付出不求掌聲，默默工
作，非常用心幫我們爭取飯店的
折扣，還有安排到泰安祕境露營
區探訪，最後感謝大家的參加。

Rich 社 長 報 告，10 月 27
日是國際扶輪日，活動是一整天
的，我們只參加遊行，我會把相
關訊息 po 在秘書處，拜託大家

參加今年度地區最重要的國際扶
輪日活動。

25屆的重頭戲就是 11月 12
日授證，拜託 CP Concept 擔任
二十五屆 - 四分之一世紀授證主
委，懇請大家喬時間配合一下。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
10 月 27 日國際扶輪日活動，下
午一點在台中市議會川堂集合參
加反毒大遊行活動，沿路走到文
心公園，預計三點結束，希望大
家踴躍參加，當天穿 25 屆的社
服，10 月 29 日休會乙次。

Doctor 秘書報告，社務討

論後召開授證籌備會議，請相關
人員留下開會。

上週第 1304 次例會，時間變
更為 108 年 10 月 27 日參

加「社區服務 - 扶輪日 3461 地
區反毒大遊行暨南門例會」。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社區服務 - 扶輪日 3461 地區反毒大遊行



第1303次例會

前週民國 108 年十月廿二日
第 1303 次例會，舉行「社

務討論 Close Meeting」，由社
長 Rich 林耀清主持。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9-20年
度Close Meeting議題事項：

目標：社內氣氛融洽，社友
及夫人參與度高，能學習並成長
，有服務榮譽感，進而提昇自我
品格。

參與扶輪：出席、關懷、服
務(扶輪人 義務、責任、權益)

扶輪家庭：共識、理念、分
享。
一、討論提案：
1.議題：為了南門長遠的制度建

立，是否將一些費用做釐清，

交接、授證、慶生會酒錢如何
處理？

　說明：1.由社費支出。2.其他
意見。

提案人：Rudy
　決議：不增加社費，則由當屆

社長決定酒的數量及預
算。

2.議題：每逢5、10等大屆是否
成立特別委員會？
提案人：Rudy

　決議：通過成立特別委員會，
但逢5、10大屆增加預
算，此議題待29屆時再
提出討論。

3.議題：建議社務討論改成每年
1次於3-4月舉辦，並由下屆社

▲ Rich 社長主持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主持人：林耀清 社長

社 務 討 論  
Close Meeting



長主持。
提案人：Rich

　決議：維持每年10月舉辦(當
屆社長主持)與隔年4月
舉辦(下屆社長主持)社
務討論。

二、臨時動議：
1.社友如有邀請來賓用餐，務必

繳交餐費。
　決議：通過如有邀請來賓，請

邀請人務必協助繳交餐
費。

三、結語。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球賽事
高爾夫球總幹事Tony報到11

月21日在國際球場舉行月例賽，
請大家踴躍參加。
高爾夫球國外賽舉辦日期是11

月27日-12月1日，有通知辦理泰
簽，請大家10月底寄出，才來得
及處理。

劉柯成分享總監月刊消息
扶輪基金主委Archi報告總監

月刊封面有登出本社成立RCC

點滴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8 年十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0月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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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茂億

　　　周鴻仁、何志修、劉偉傑

列席：張光瑤、陳向榮、廖光亮、莊賜濱、柯富揚、張國洋、廖德炯、林洽鑫

　　　廖俊榮、張廖萬煌、馮賀欽

議題：

一、九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9月份財務報表。

二、11月26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註：因逢高爾夫球隊泰國清邁國外賽，因11/27上午7點的飛機，故凌晨需

　　　　出發去機場。

說明：請 社長 Rich報告。

決議：通過11月26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三、10月22日(二)社務討論議題。
    說明：請 秘書Doctor報告。

    決議：請 秘書處通知社友參加社務討論，並於10月20日前提出議題。

四、10月27日(日)地區扶輪日-反毒大遊行，已有邀請扶少團一同參加！(附件2)
　　集合地點：台中市議會前廣場

　　遊行地點：台中市議會前廣場→過惠文路與市政北一路 口後沿公園人行

　　　　　　　道直行→過市政路口後左轉 接文心路一段→文心路一段往南

　　　　　　　直行→文心路一段與大墩七街口進入文心森林公園。

說明：請 秘書Doctor報告。

決議：目前南門社友報名46人/扶少團38人。誠摯邀請社友與夫人參加，當天

　　　請著25屆團服。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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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位社友與3位眷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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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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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暫定30-32桌。

      2.接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行程：11/12(二)訂一台巴士前往高鐵接大東社

　　　　社友，大東社友2晚夜宿日月千禧酒店，由Ears與Star負責安排迎接。

　　　　11/13(三)上午日月潭環湖，中午涵碧樓用餐，下午前往茄荖國小參

　　　　訪，歡送晚宴於Bistro88舉辦。

　　　　11/14(四)大東社返回日本，上午前往日月千禧酒店歡送，安排幾位

　　　　社友送大東社友前往高鐵。

六、臨時動議。

茄荖社區服務團的照片，剛好是
19-20年度Paper總監這屆的第一
團，不只封面，其中有一頁也有
介紹，大家有興趣可以參閱總監
月刊第三期。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主委報告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5，免計出席4人
，實際出席人數50人，出席率
70%，到目前為止出席率平均都
維持在70-80%之間，非常不錯。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Sports、Suger分享並投入
紅箱。



下週 例會 108 年 11 月 12 日 ( 二 )   　【 台中南門社廿五週年 - 四分之一世紀授證慶典 】

反 毒 大 遊 行 / 10 月 27 日

108 年 10 月 27 日 3461 地區舉行 2019-
20 年度『國際扶輪 3461 地區扶輪日暨
反毒公益園遊會』。從早上 10 點到下午
4 點半，一系列的活動包括、反毒遊行、
公益園遊會、舞台表演、社區服務捐贈儀
式、捐血活動、End Polio 募款、公共形
象展示表演、扶輪故事館等，本次活動更
以園遊會方式串連社會情感，發揮正面影
響力，並讓更多民眾認識國際扶輪。其活
動主要目的是展現扶輪服務項目與發揚扶
輪精神。

地區扶輪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