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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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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　　察：周鴻仁
＊節　　目：許茂億
＊聯　　誼：劉偉傑
＊出　　席：何志修
＊社　　刊：莊賜濱
＊健康活力：洪富金
＊膳　　食：朱福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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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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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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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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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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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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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10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十二 月 十 日 【第二十五卷．第 十九期】

上週民國 108 年十二月十日第

1309 次例會，舉行「十二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紀念」。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
迎甘霖陳麗安主任蒞臨參加，陳
麗安主任是南門之友，我們與甘
霖基金會長期有合作，等一下會
請她報告。

Rich 社長報告，生命橋樑
助學計畫，黃美玲同學是由我
們 Concord 及 Kenchiku 輔導，
今年地區舉辦生命助學計畫，因
為認養的人很多，但是導師不
足，所以東南社找我們時，我
們原本認養二位，早已額滿，
所以我們派了五位導師，有 CP 

Concept、Concord、Living、
Gary、Kenchiku 這五位來擔任
生命橋樑的導師，我們鼓掌感謝
他們。

歡迎二位準社友賴威民伉儷
及陳信宏先生，今天下午我跟
秘書、社員主委 King、介紹人
Faith 到賴威民家訪談。

上 週 南 門 高 爾 夫 球 隊 由
King 隊長率團到清邁打球，
圓滿達成打球行程，感謝隊長
King、總幹事 Tony 及副總幹事
Melon。

恭喜 Living 獲文化部頒發
「文馨獎」。恭喜 Gary 榮獲中
華民國第 37 屆全國
傑出企業總經理獎。

陳 慶 璋 Star 代
秘書報告，下週二
邀請益張集團黃秀
英副董事長專題演
講「打造一個幸福
企業 - 分享益張企業
文化」。

12 月 12 日扶輪之子活動結
束後，請大家緊接著參加鹿港東
區社授證，下午五點半註冊地
點：二鹿京華婚宴會館。

12 月 17 日南門社第 26 屆
理事選舉，當天請全體社友務必
列席參加。

講　題：「打造一個幸福企業 - 分享益張企業文化」  

主講人：黃秀英 副董事長（益張集團 副董事長）

※ 例會後召開 12 月份理事會



第1309次例會

上週民國 108 年十二月十日第

1309 次例會，舉行「十二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紀念」。

慶生會開始前，先請Poster
介紹甘霖基金會 陳麗安主任，
Poster說，南門社長期與甘霖基
金會配合服務計畫，像是送餐車
服務計畫，之前陳麗安小姐在伊
甸基金會服務，來南門演講時我
們當天將紅箱全部捐獻捐了九萬
多元，所以她覺得我們南門社是
非常有愛心的社團，今天主要是
為關懷獨居老人年菜，希望各位
社友能雪中送炭、送愛心。
甘霖基金會陳麗安主任說到，

今天主要是為獨居老人募年菜經
費，因天氣漸冷，長輩們出門不
容易，過年七天更是沒有送餐服
務，為解決這樣的問題，甘霖為
獨居老人準備方便食用的調理包
，讓長輩們加熱便可食用，七天
的年菜是1,200元，還會幫他們
準備營養品，請大家發揮愛心，
幫助他們過個好年。
節目主委Polo主持十二月份慶

生活動，邀請十二月份壽星走
紅地毯出場，十二月份壽星有：
Yoke社友(12月1日)、Rich夫人
(12月2日)、Biotek夫人(12月7
日)、Polo夫人(12月7日)、Peter

▲十二月份慶生會

社友(12月10日)、Ryder夫人
(12月20日)、Tony夫人(12月23
日)、Copper夫人(12月24日)、
Catia夫人(12月29日)，社長致
贈生日禮品。
十二月份結婚週年伉儷走紅地

毯，十二月份結婚週年伉儷有
：Ben伉儷24週年(12月1日)、
Concord伉儷38週年(12月3日)
、Pharma伉儷53週年(12月4日)
、Printing伉儷42週年(12月4日
)、Kaepa伉儷32週年(12月5日)
、Child伉儷24週年(12月6日)、
Account 伉儷15週年(12月10日
)、Poster伉儷27週年(12月18日
)、Lawyer伉儷36週年(12月20
日)、Home伉儷32週年(12月23
日)、Peter伉儷38週年(12月25
日)，社長夫人致贈紀念禮品。

12月份慶生會

十二月份  慶生會
暨 結婚週年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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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

本週RYE學生不作中文月報告
，Faith主委別出心裁的請她們

學唱一首中文歌曲月亮代表我的
心，社長頒發RY學生零用金。

邱啟成報告自行車尾牙

自行車隊總幹事Faith報告自行
車隊尾牙日期：109年1月11日
在Bistro 88舉行，晚上6:30，
請尚未報名的隊友，盡速報名。
打球要把下盤顧好，騎腳踏車

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大家要常常
來騎腳踏車。

十
二
月
份
結
婚
週
年
走
紅
地
毯

十
二
月
份
結
婚
週
年
走
紅
地
毯

▲十二月份結婚週年紀念



下週 例會 108 年 12 月 17 日 ( 二 )   

吳元益報告扶輪之子
感謝本屆認養台中家商、台中

二中的扶輪之子社友，本年度二
中認養20位、台中家商認養21
位，12月12日是扶輪之子相見
歡，台中二中1:30開始，台中家
商下午4:00開始，請認養的社友
及夫人踴躍參加，感謝Poster提
供100本筆記本捐給扶輪之子小
朋友。

下年度國際旅遊報告
Tony夫人代夫出征，報告明

年度國際旅遊行程，國際旅遊時
間訂於109年9月9日-9月21日，
總共13天，安排西班牙跟葡萄牙
，搭乘土耳其航空，詳細有附行
程表，請大家踴躍報名並付訂金
，以利我們後續的作業，謝謝大
家。

生命橋樑助學計畫
學生：黃美玲（亞洲大學生命社
　　　會學系）
輔導老師：Concord及Kenchiku
　黃美玲同學報告參與助學計畫
緣由，因為家庭條件不好，國
一時父親因病去逝，母親也過勞
無法工作，大姊又多重精障在宜

蘭醫院治療，家裡還有一個求學
階段的小妹，家中經濟只剩我與
二姊在支撐，大四的我懷抱著樂
於助人的精神，選擇讀社工系為
志向，但因社工起薪不高，所以
必須選擇更高薪的工作來支撐家
中的經濟，在迷茫的過程中，我
看到了這個助學計畫，學習了很
多不一樣課程，的像是植牙、剪
報等，希望能發現自己另外的天
賦，找到自己的興趣及幫助家庭
經濟。這過程中感謝Concord及
Kenchiku的陪伴，讓我在過程
中不曾感到孤單，非常感謝大家
給我這個機會參與這個計畫。

出席率報告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友

69人，請假20人，免計出席2人
，實際出席人數47人，上週出席
率70%。

【 南門第 26 屆理事選舉 】

※ 敬請全體社友務必出席參加！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108 年 11 月份理事會決議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1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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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茂億、

　　　周鴻仁、何志修、劉偉傑

列席：陳重光、林振楨、陳榮鍠、江輝雄、陳向榮、湯富淳、黃吉隆

　　　朱福民、張建國、劉正忠、張光瑤、馮賀欽、吳元益 

議題： 

一、十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10月份財務報表。 

二、109年2月4日(二)新春女賓夕舉辦地點討論。 
說明：請 節目 Polo報告。 

決議：尚請節目主委詳細規劃安排，舉辦地點將另行通知。 

三、來賓陳信宏 先生與賴威民 先生申請入社。(請參閱附件2) 
說明：請 推薦人 Faith報告。(Sugar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入社申請，即日起請秘書處公告入社申請資料1星期，並連續

　　　四次出席，2位入社典禮將分開舉辦，並另擇日期舉行入社宣誓。 

四、組團參加母社、子社、三結義社授證事宜。 

　　日期：南光社 11/30(六) 晚上 埔里 

　　鹿港東區社 12/12(四)晚上 二鹿京華婚宴會館(彰化鹿港) 

　　惠來社 1/08(三)晚上 林酒店 

　　南區社 2/14(五)晚上 林酒店 

說明：請 社長 Rich報告。 

決議：誠邀社友與夫人、懇請理事參加母社、子社、三結義社授證。 

五、臨時動議。

糾察時間
King代理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賴威民伉儷紅箱1,400元。
感謝Concord、Kenchiku、

Poster、Doctor、Gary、Living
、Faith、Catia、Lapping、
King、林麗安小姐、Denture夫
人紅箱一筆，今日的紅箱及今天
有簽單年菜將全部捐助給甘霖基
金會，做為獨居老人年菜用經費
，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