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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前週民國 109 年一月十四
日第 1315 次例會，邀請黃

文彬 局長作「台中躍飛、竭盡
所能」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
迎台中市都發局局長黃文彬局
長、台中市都發局正工程師金先
生及準社友陳信宏先生、來賓何
國楨伉儷。　

Rich 社長報告，大年初一
新春團拜是正式例會，歡迎各位
社友偕夫人踴躍參加。

2 月 14 日是母社 - 台中南區
社授證典慶典，請各位理事務必

參加，也歡迎社友踴躍參加。
3 月 10、11 日由本社舉辦

地區高爾夫球聯誼賽，由本社主
辦，各位社友如無重大事由，請
務必參加。

3 月 13 日舉行職業參觀，
將參觀 Kingnet、Printing 本社
兩位社友的公司，請各位社友撥
冗參加，Printing 當晚在全國高
爾夫球場宴會廳宴請大家。

3 月 28、29 是地區年會，
將分為四個場次，28 日的下午
及晚上，29 日的早上及下午，
拜託各位社友至少參加一個場
次。

代理秘書陳慶璋 Star 報告：
例會結束後，召開元月份理事
會，請理事們留步。

1月21日與28日例會休會，
1 月 21 日變更至 109 年 1 月 25
日參加台中市 A 區、B 區聯合
新春團拜酒會，地點在全國大飯
店，歡迎社友偕夫人踴躍參加。

2 月 4 日舉辦新春女賓夕暨
2 月份慶生會，晚上 6:15，地點
在裕元花園酒店 4 樓溫莎廣場。

前週民國 109 年一月二十五

日第 1016 次例會，舉行

「台中市 A、B 區扶輪新春團

拜」，時間變更為上午 8:00，在

全國飯店 B1 國際廳舉行，今年

團拜由大光扶輪社負責籌備。

上週民國 109 年一月二十八

日第 1017 次例會，休會乙

次，因逢大年初四。

新 春 女 賓 夕 暨 2 月 份 慶 生 會



第1315次例會

大前週民國 109 年一月十四
日第 1315 次例會，邀請黃

文彬 局長作「台中躍飛、竭盡
所能」專題演講。

Kenchiku介紹講師黃文彬
局長，黃局長是逢甲建築系畢業
，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彰化師
範大學地理學系博士班，從大學
、碩士到博士，分別主修建築、
都計與地理等專長，現任臺中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局長過去培養、
累積的多元專業，為自己居住的
城市服務。

黃文彬局長說，今天的演講
著重在台中市空間發展的議題上
，黃局長舉例大坑國小建案說道

，國小是很多學童學習的地方，
很多業主並不會考慮到細節，所
以建築師要會自己思考自己想給
予及賦予學校什麼樣空間，什麼
樣的文化，有助於學童學習的環
境，也因為這樣的想方設法，這
個案件在2013年獲得綠建築獎
、台灣空間設計大獎。

黃局長希望能竭盡所能，打
造台中成為一個宜居城市，提出
訴求為富市臺中 新好生活的建
設方略。

▲黃文彬局長演講：台中躍飛、竭盡所能

主講人：黃文彬 局長

台 中 躍 飛 、 竭 盡 所 能

( 台中市都發局 局長 )

以TAICHUNG HOME PLUS

字眼，用八個英文字母建構八
大價值主張：Hospitality友善、
Opportunity活力、Mobility便
捷、Ecology共享、People宜居
、Land均衡、Ubiquitous智慧
、Sustainability永續。

並用一、生產；二、生活；
三、生態；四、生機...作為政策
的論述，因為有這樣論述，我們
提出十二項的建設策略：1.新國
際門戶；2.交通任意門；3.幸福
宜居城；4.區塊均特色；5.健康
活力道；6.清淨新家園；7.創新
創業城；8.意象新美學；9.韌性
水共生；10.效能好政府；11.青
秀樂臺中；12. 思用型教育，這
十二項策略，作為各個局處在施
政或是運作的過程當中的實施重
點。

黃局長簡述都發展的工作內
容，像是：一、都市發展（國土
計畫、都市計畫、都市美學點線
面）、二、建築管理（建築管理
、施工管理、使用管理、都市修
復）、三、住宅政策（住宅政策
、社會住宅、住宅服務、公寓大
廈、辦理工程…等等。

國土計畫法從105年5月1日
起施行，內政部去年4月30日公
告實施全國國土計畫，依國土
計畫法規定台中市國土計畫應於
109年4月底前公告實施，並於
111年4月底前公告台中市國土
功能分區圖，屆時國土計畫將全
面實施，完備全國及縣市國土計
畫環境的目標。



台中南門扶輪社2019~20年度 108 年 12 月份理事會決議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2月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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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修、劉偉傑 
列席：柯富揚、馮賀欽、林洽鑫、張光瑤、陳向榮、
　　　張廖萬煌、朱福民、葉守正、張國洋、黃吉隆、
　　　陳重光、湯富淳 
議題： 

一、十一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Star報告。 
決議：通過11月份財務報告。 

二、2020年3月28-29日(六、日)3461地區第三屆地區年
會於中興大學舉行。

註：社友需自費每人2,200元(社友費用為：分攤費
1000+註冊費1200，採全體報名或者自由報名？。
夫人註冊費每人1200元，是否比照以往由社內補助
，鼓勵出席參加？！(附件2) 

說明：請 秘書 Doctor報告。 
決議：比照以往社友全體報名(自費2,200元,於1-3月社

費收取)。為了鼓勵夫人出席參加，夫人報名則
由社內補助報名費每人1,200元(如夫人已報名
，無故未出席參加者，將則收取夫人報名費) 

三、2020年3月10-11日(二、三)本社主辦地區高爾夫球
聯誼賽事宜。地點：興農球場。(附件3) 

說明：請 高爾夫球隊長 King 報告。 

區域計畫轉軌國土計畫，旨
在保育自然人文、資源產業合理
配置，強化國土管理機制。復育
環境敏感與國土破壞地區，追求
土地永續發展。

打造城市品牌，啟動城市美
化運動，對城市美化運動，保留
歷史特色風貌，串聯都會生活水
岸景觀，訂定美學三法。

台中市政府發布實施「台中
市鼓勵宜居建築設施設置及回饋
辦法」，透過獎勵措施，鼓勵開
發商及建築師將綠化植栽引入市
民居家空間，希望以點(宜居建
築)、線(都市景觀)、面(生態保
育)方式，逐步打造台中成為綠
色宜居城市。「讓都市叢林變花
園！」

黃局長介紹舊城新生、社會
住宅興辦，未來並計畫將機場部
份還有台中港做一個串聯，高鐵
部份做整併及高鐵門戶整體開發
，還有對一些智慧營運的部份的
想法，透過公共設施專案通盤檢
討開發方式、臺中巨蛋…等等，
市府在未來4年中會加強城市綠

化，而打造宜居城市也不是只有
花大錢，也要在現有建設上多用
心，我會在未來的都市計畫，請
圖管讓我們放寬高度比，希望建
築物更高、棟距更大，通風更好
，光線綠化再加強，台中市的未
來讓民眾生活更便利幸福，就是
宜居城市。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King隊長報告元月份月例賽

並遴選下屆隊長，時間1月16日
(四)，地點：台豐球場，用餐地
點：印月餐廳，歡迎隊友偕夫人
參加。

報告年會高爾夫由本社主辦
社，有三個場次，三月份月例賽
合併在3月11日午場舉行，如時
間無法配合，可以參加3月10日
的早場或午場，合併在月例賽的
成績單。

創社長報告1/4服務書籍
Concept CP報告半世紀服

務書籍進度，尚請大家配合，
1.各位社友的200字感言寫完請
交給執秘。2.每屆社長的重大事
蹟，今天又有收集一些，待我整
理完畢再各別告知未交的人。
3.服務計畫部份待我統計後，再
通知各屆五大服務主委，或參加
的人提供相關照片及服務內容、
心得。

報告出席率
出席主委Sugar報告1315次例

會出席率80%，社長抽出二位幸
運中獎社友：Tony、Lawyer。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黃文彬局長回捐講師費，感
謝Kenchiku、Eyes、Skyline投
入內輪紅箱一筆。

決議：因本社主辦地區高爾夫球聯誼賽，故南門全體

高爾夫球隊隊員報名參加，故請隊員協助3/10-

3/11高爾夫球賽事宜。 

四、2020年4月26日(日)本社主辦地區訓練講習會，地
點：逢甲大學育樂館。 

說明：請 社長 Rich報告。 

決議：地區訓練講會全天於逢甲大學育樂館舉辦。尚請 

Gary與Sugar協調安排30位的社友與扶少團到場

協助會議佈置(約4/25進場佈置，4/26整天會議

流程)，扶少團4/26當天則是負責清潔與會後整

理。 

五、臨時動議。 

1.內輪會年度經費共18萬元事宜。 

說明：請 秘書Doctor報告。 

決議：因2019-20年度內輪會經費只有18萬元，經費不

足則無法安排內輪會後續活動，故例會時請糾

察安排內輪會年度捐款箱，供社友自由樂捐。 

2.台中市B區15社聯合登山例會於5月3日(日)舉辦，地

點：西湖渡假村。 

說明：請 秘書 Doctor報告。 

決議：誠摯邀請各位社友與夫人踴躍參加，並請秘書處

調查人數，以利統計桌數。

點滴



下週 例會 109 年 2 月 11 日 ( 二 )      【社員職業分享講座】 

主講人：王慕凡 Accountant

前週民國 109 年一月二十五

日第 1016 次例會，舉行

「2020 庚子年台中市 A、B 區

扶輪新春團拜」，時間變更為上

午 8:00，在全國飯店 B1 國際廳

舉行，今年團拜由大光扶輪社負

責籌備。

　開場由氣勢磅礴的祥獅獻瑞

大鼓陣揭開序曲，由Paper總監

扮財神出場，與各位社長、社友

握手，充滿喜氣。

　緊接著由大光社社長致詞之

後，分別由各社社長代表致新年

賀詞，Rich社長祝福大家新年快

樂，好運非您莫「鼠」，並觀賞

第1316次例會 全國大飯店

庚子鼠年 A、B區聯合新春團拜

※ 例會後召開 2 月份理事會 ( 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計師 )

各社拍攝的賀歲影片。

　最後各分區與總監合照留念

，大年初一新春團拜圓滿結束。

庚子鼠年，A、B 區扶輪聯合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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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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