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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越如斯，榮耀再起

線  上  視  訊

27 屆團隊就職典禮炫麗開場，為我們的視訊例會帶來熱鬧與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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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介紹 Doctor 之前，我要先感謝 Lisa，因為 Lisa 的關係，

才讓 Doctor 加入南門扶輪社，Doctor 的介紹人是我們以前的社

友 Emerson，Emerson 的老婆也是中央社的社友，因為這層關

係，讓 Lisa 知道南門社好像很不錯，所以鼓勵 Doctor 參加南門

社。

Doctor 是陽明醫學院第一屆畢業生，也是台中榮總創院的

先鋒部落，不但這樣他還被派帶領年輕醫生去榮總開疆闢土，

所以在醫界的輩分很高。

歡迎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總監 Trading 及總監團隊參與視訊就職典禮

Concept CP

　介紹 Doctor 社長

張光瑤
 Concept CP

Doctor 目前是台中市婦產科的名醫，但他不希望人

家稱他為名醫，他希望去那邊生產的孕婦覺得他很親切，

他用笑臉面對每一位患者，讓所有的孕婦看到他心情就很

好，這才是他最想要的，這就很符合我們的扶輪服務的精

神，所以 Doctor 不僅僅是名醫，也是良醫。

Doctor 也是長聖國際生物科技的董事長，長聖國際

生物科技是細胞療法的第一間，是台灣的領頭羊，Doctor

說道，他的長聖科技一定會走向國際，希望讓全世界的人

看見台灣。相信當全世界因為長聖科技看見台灣的時候，

也可以看到 Doctor 做我們台中南門扶輪社的社長，我們

也因為這樣被全世界看到。

謝謝 Doctor 承擔責任，擔任台中南門社社長，帶領

我們有新的一屆輝煌的一年。 Doctor 社長伉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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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 年度主題

卓越如斯、榮耀再起
雖然新冠肺炎疫情還沒有得到緩解，起起伏伏，有時是警戒二級，有時警戒三級，

有時是二點五級，不過我們第 27 屆團隊都已經準備好了，我們準備好幾套劇本，隨時做

滾動式的修正，隨時做檢討。

我比較關心的是，在這段時間社友都沒有在一起，怎樣持續的關懷社友，怎樣把大

家拉在一起，我想例會會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們在七、八月份的例會，還是採取視訊的例會，但稍微改正一下，就是不要

用演講，我們請社友當主角，用生動有趣的體材，達到我們聯誼的目地。

這個工作我把他交給節目主委 Surgeon 跟他的搭檔小楊，他們成立一個南門綜藝公

司，內容創新，不好看免錢，但我們還是希望出席副主委 Casting 每次把我們下個禮拜

的節目內容 Po 在網上，先讓社內瞭解一下下週的節目內容，吸引社友上線，另外也要麻

煩關懷小組大組長發揮功能，把大家 Call 在一起，告訴大家視訊的時間。

南門大樂透週週開獎，例會的抽獎理事會討論做決議，在視訊例會期間，不管出席

率多少，都會在線上抽出七位社友三位社友夫人，都給予一千元的獎金。

另外南門公益活動～公益市集慈善義賣，預計是在 10 月 17 日舉行，屆時我們會視

疫情狀況再加以調整。

我們服務計劃也順應這個疫情有所改變，比如說我們對這個創世基金會我們就有「南

門有愛，疫起送」；對勵馨基金會，我們有「南門有情，愛馨無限」的防疫物資的捐獻，

我們希望把南門的愛心，送到最需要的角落去。

疫情紛擾終將過去，南門的社務只會修正，不會停止，就像今年的主題「卓越如斯，

榮耀再起」，27 屆團隊，秉承著過去 26 年來每位社友們累積的傳統，我跟 27 屆的團隊

帶領大家在疫情當中也要過得不一樣的一年。

謝謝我的團隊，過去幾個月以來，我們相對耗費了雙倍的心力在籌辦社務，我也希

望各位社友跟社友夫人，用一個比較樂觀的態度來面對疫情，用快樂的心情，一起走週

未來的一年。

社長致詞 
劉銖淇 Do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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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介紹就任英雄聯盟團隊

南門 21-22 年度主題

卓越如斯、榮耀再起

Doctor 劉銖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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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例會及出席獎勵部份，社長剛剛已經有

指示，希望社友給予支持，家庭懇談方式跟 26 屆

相同，同時也是出席關懷小組的編程，希望各位

小組長協助出席及家庭懇談會，使其能順利的運

作。

因疫情關係，尚無法舉辦家庭懇談，等疫情

過後再請各位小組長予以協助，我們也鼓勵成員，

不一定要拘泥固定形式，如果有任何創意，我們

都非常樂意接受。

社友通訊錄我們今年改成手機的 app 方式呈

現，這部份我們會請 Rudy PP 找時間來跟各位做

教學。

2021-22 年度服務計劃分為三大項，第一、

原有延續性的服務計劃，第二、配合 B3 分區全

球獎勵計劃的服務計劃，我們將配合台中南區社

主辦的 Water project 水資源全球獎助金的服務計

計劃，第三，是新增的服務計畫：(1) 創世基金會

服務計劃～南門有愛疫起送暖，(2) 勵馨基金會的

服務計劃～南門有情愛馨無限，(3) 南門公益市集

的服務計劃～送愛到藍迪兒童之家，將在今年 10

月 17 日在夏綠蒂廣場舉辦一場大型的公益市集活

動，當天所有義賣所得將購置一部交通車，送到

藍迪兒童之家，讓我們一起共襄盛舉，讓愛生生

不息。

因疫情關係，節目以線上方式呈現，每

個月我們會檢討一次，一個月為一單元，做

滾動式討論，還是希望早日回到長榮開例會，

因疫情大部分時間都關在家裡，南門社對我

來說就像一個大家庭，剛好可以趁這段時間

多認識一次我們南門家人，所以七月份除了

就職之外，接下來第一個例會節目邀請 Vino

及 Hebs 演講『當紅酒教父遇上紅酒博士』，

也謝謝 Vion 贈送每位社友一瓶紅酒，下週邊

談紅酒邊喝紅酒，第二週請 E-Style『來談美

學』，第三週邀請 Kneader『由西洋老歌看

見美麗人生』，請大家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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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春遊暫訂 3 月 25-27 日三天二夜

的行程，請社友及社友夫人，務必先把這

個時間留下來，也會合併自行車隊，與自

行車隊的旅遊主委 Castiong 著手規劃，希

望疫情盡快平緩，我們就趕快進行行程討

論，再報告給大家，請大家先把日子空下

來，我們在疫情過後，玩好、玩滿、玩得

快樂。

因疫情的關係，未來一年最主要

的工作就是幫助各個委員會來推動我

們服務業務，期待大家給我的支持與

鼓勵。祝福大家在疫情期間健康順利

平安快樂。

從今年四月份起，Doctor 即召開多次

會議，討論在新冠疫情下社務費用預算支

出如何使用，相信在社長英明睿智的指導

之下，我們的社務費用必做最有效的使用，

Vino 也會做好所有財務審核的工作，希望

不負所托，謝謝。

我的工作是維持每次例會的秩序幺讓例會有

效率進行，及讓社友分享及建議，經理事會通

過，這屆的每次捐款以 100 元為單位，500 元

為上限，鼓勵社友及夫人踴躍發言，請社友及

夫人多多支持。

誠懇的邀請大家出席例會，

尤其是社內的重大活動，例如授證

慶典、總監公訪、社友與夫人的生

日及結婚週年慶，希望大家踴躍出

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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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職業參訪們有兩個計劃，第一個

是透過我的好朋友朱太華先生，安排參觀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行程約二個半小時，

先去參觀他的航太複合式材料，第二個參

觀他的民航機的組裝線，第三個由前航太

航發處處長朱太華先生親自做簡報關於社

會有關的颱風追風計畫，之後會安排在漢

翔的祥雲餐廳用餐，另外一個參觀活動因

疫情期間無法踩線，等確定再跟大家報告。

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國際扶輪基金

預算緊縮，所以暫時都不會有國際交流的

計劃，但如果各位社友及夫人有何任需要

幫忙的事情，只要我能幫得上忙，通知我。

在此祝福各位前輩平安度過疫情，祝

福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平安，服務的工作

等疫情過去之後，我再加倍奉還。

希望大家在這一段期間，可以給我支

持與協助，在服務計劃方面，我將找大眾

傳播、報紙、雜誌，及各社的 facebook、

line 都可以幫助我們服務計劃的宣傳，以發

揚我們扶輪精神，讓大家知道我們扶輪社

所做的社區服務還有服務計劃。在交流方

面，如有需要我公關主委幫忙協調地方，

請大家都可以跟我說，我將盡我最大的能

力做好協調的工作，並且將我們的扶輪精

神，讓外界更多人知道，當然這個也需要

大家旳支持，與大家的努力，讓我們一起

來宣揚我們的扶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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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 27 屆 Doctor 社長上任，這

也是我跟我的團隊要跟 28 屆團隊努

力學習的一年，我們會跟著 Doctor 社

長腳步好好學習，可以為社友及社友

夫人做最好的服務。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超前佈署啟動

了鳴日號東岸鐵道之旅，但是計劃還是趕

不上變化，不過沒關係，我們會隨時滾動

式的調整，請大家拭目以待。

社員委員會有六個委員會，一、職業

分類，Yummy 社友擔任主委，二、社員發

展委員會，由 Daniel 擔任主委，三、社員

教育訓練委員會由 Packing PP 擔任主委，

四、防止社員流失委員會，由 Faith 擔任主

委，五、Star 委員會由 Catia PP 擔任主委，

六、出席關懷小組委員會，鄭重邀請 CP 

Concept 來擔任主委，副主委是 Casting 社

友，有這麼堅強陣容的社員委員會，相信今

年可以給各位提供很好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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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慶生會

Packing 夫人 E-Style 社友 Rudy 夫人

Yoke 夫人 Home 社友 Yummy 社友

Melon 社友

Bond 夫人 Health 夫人 Concept 社友 Daniel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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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影響無法正常例會，特別準備了 Bistro 88 的餐盒及冠軍啤酒，跟大家在

家裡用視訊的方式，舉辦 27 屆就職典禮，這是南門社 27 年來最特別的一次就

職典禮，更感謝 Surgeon 伉儷，幕後辛苦製作精彩的開幕序、團隊介紹影片及慶生影

片 ... 最後在就職典禮 end 前，大家遠端舉杯慶祝典禮圓滿結束，也希望疫情期

間闔家平安。

本週第 1392 次例會，社友人數 73 位， 請假 3 位，

免計出席 2 位，出席社友 68 位，出席率 96%。

A. 例會摸彩現金獎 1000 元：David、Bistro、Gary

     Health、Sugar、Peter、Pharma、Polo 夫人、

　 Polylon 夫人、Innovation 夫人

B. 總監提供出席獎：Kaepa、Printing

出席獎

南 門 大 樂 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