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7 卷 NO.44卓越如斯，榮耀再起

District 3461 2    21-22

District 3461 以服務改善人生

開場舞～舞蹈老師帶領南門寶來塢美女表演一段熱情曼妙的印度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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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11 年 6 月 28 日舉行台中南門社第廿六屆畢業典禮～【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
晚會 / 感恩餐會】，典禮地點變更至環境優美，菜色精緻的「蘭克斯特餐廳」。

社長 Doctor 在畢業典禮致詞中提及過去的一年，大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風雨與共，
一開始我們從線上例會、線上品酒會、中秋女賓夕、授證阿拉丁之夜、鳴日號的秋遊、新
春女賓夕、阿里山的春遊、漢翔職業參觀…等等大型的活動。另外，服務計畫我們在授證
前就已經階段性完成，尤其是在夏綠蒂舉辦的公益市集義賣活動，這個活動南門社捐了一
部車給藍迪兒童之家，而且辦的與地區規格一樣，經由公益市集益賣活動，大大提昇了南
門社的知名度，我們在服務計畫方面都辦的很好，但最重要的是要感謝社友及社友夫人的
參與、支持。

值此感恩時節，要感謝的人太多，像是為我們出錢、出力做交通車捐贈的理事們，尤
其特別感謝我的祕書 Sugar、服務計畫主委 Bistro、節目主委 Surgeon，因為他們幾乎全
年無休，隨傳隨到；還有一位也是全年無休，但沒有獎勵的，那就是我的夫人 Lisa，秉持
著一人當選，兩人服務，謝謝她陪我走過這一年，如果沒有她提供我不一樣的點子，今年
社務應該沒有這麼豐富，再次感謝大家的支持，最後，希望大家把過去參與例會的熱情繼
續延續下去。

節目主委 Surgeon 主持第 27 屆感恩晚會暨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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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獎1

何志修 Surgeon ( 秘書 )、張長寬 Vino ( 財務主委 )、馮賀欽 Onsen ( 社務行政主委 )、劉偉傑
Bistro ( 服務計劃主委 )、劉柯成 Archi ( 社員主委 )、周鴻仁 Innovation ( 扶輪基金主委 )、
邱啟成 Faith ( 公關主委 )、吳元益 Melon ( 糾察主委 )、趙紹清 Surgeon ( 節目主委 )、張光瑤 
Concept ( 出席主委 )、許茂億 Polo ( 聯誼主委 )、賴仁淙 Ears ( 直前社長 )

服務計畫主委 劉偉傑 Bistro 執行全年度服務計劃

年度南門傑出工作獎2 3 年度好人好事代表獎

邱啟成 Faith 捐贈救護車

第一階段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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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小組長獎4

陳向榮 Rudy、湯富淳 Art、劉柯成 Archi、廖德炯 Sports、吳為楨 Packing、洪富金 King、林耀清 Rich、
馮賀欽 Onsen、邱啟成 Faith、莊賜濱 Poster、吳元益 Melon、張長寬 Vino、王慕凡 Accountant、賴威
民 Casting、何國禎 Hope

劉正忠 Biotek 籌辦鳴日號秋遊、許茂億 Polo 籌辦
阿里山春遊

最佳行腳主持人獎5 6

張建國 Ryder 籌辦漢翔公司職業參觀

林耀清 Rich 授證活動特別顧問、賴威民 
Casting 出席副主委、 洪仲明 Denture 膳
食主委

特殊貢獻獎7

張長寬 Vino 提供授證典禮紅
酒、 尤 瑞 柏 Printing 提 供 秋
季 旅 遊 紅 酒、 林 振 楨 Kaepa
提供活動紅酒 

林 永 成 Living 提 供 內 輪 會 場
地、 吳 騰 彥 Tony 提 供 線 上 例
會場地

最佳職業參訪主持人獎

內輪會出席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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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輝 E-Style 策劃全年度例會演講、 趙紹清 
Surgeon 策劃全年度節目活動

年度最佳節目獎9

年度最佳男女配角獎10

內輪會小組長獎12

11 內輪會貢獻獎

何志修 Sugar 秘書伉儷協助全年度社務活動
蕭瑋君 Sugar 夫人協助內輪會年度節目

楊均涵 Surgeon 夫人協助年度節目活動

鄭雯文 (Faith 夫人 )、楊秀珠 (Copper 夫人 )、王文娟 (Archi 夫人 )、蔡佩宜 ( Concord 夫人 )、孫雅玟 (Bistro 夫人 )、
吳冰馨 (Biotek 夫人 )、林惠麗 ( Polylon 夫人 )、張淑瓊 (Onsen 夫人 ) 

最佳職業參訪主持人獎

最佳南門隊長獎8

高爾夫球隊長 陳慶璋 Star

內輪會出席優秀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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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會出席模範生13

江姿瑩 (Concept 夫人 )、王麗楿 (Rudy 夫人 )、賴克荃 (Ortho 夫人 ) 林千琪 (Art 夫人 ) 、張綉美 (Tang 夫人 )、王文娟 (Archi

夫人 )、蔡瑞美 (Health 夫人 )、黃美麗 (Catia 夫人 )、 張明珠 (Alumi 夫人 )、黃彩芳 (Rich 夫人 )、孫雅玟 (Bistro 夫人 )、

楊念萱 (Hnadsome 夫人 )

內輪會出席優秀獎14

蕭淑蓮 (Gary 夫人 )、張斯芳 ( C.P.A 夫人 )、蔡佩宜 (Concord 夫人 )、楊琴芳 (Sports 夫人 ) 、楊秀珠 (Copper 夫人 )、
吳冰馨 (Biotek 夫人 )、鄭雯文 (Faith 夫人 )、蕭瑋君 (Sugar 夫人 )、 劉姿宜 (Hope 夫人 )、葉妍伶 (Lisa)、羅 萍 (St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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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社長伉儷禮品，感謝社長伉儷一年來對社內的付出

連續出席率 100% 社友1
第二階段頒獎

連續出席 10-20 年社友：林丙申 Kenchiku、朱福民 Fumin 、莊賜濱 Poster、馮賀欽 Onsen、吳為楨
Packing、林耀清 Rich 、蔡育偉 David、張廖萬煌 Home、洪富金 King、張國洋 Copper、陳俊清 Catia、
陳潤松 CPA

連續出席 20 年以上社友：廖德炯 Sports、黃吉隆 Health( 資深社友 )、林永成 Living ( 資深社友 )、江輝雄
Lapping、湯富淳 Art ( 資深社友 )、陳榮鍠 Concord、劉柯成 Archi、劉叔綱 Gary、王叔榮 Lawyer ( 資深社友 ) 
、陳向榮 Rudy、陳重光 Chemical ( 資深社友 )、林洽鑫 Model、張光瑤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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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社友獎2

宋明吉 Disk、張耀硬 Pharma、陳來發 Spindle、黃木村 Kneader、唐瑋勗 Ortho、林振楨 Kaepa 、吳瑞隆 Cap、
陳棋釗 Illig、陳慶榮 Peter 

保羅哈理斯獎章3

張光瑤 Concept 保羅哈里斯會員、王慕凡 Accountant、賴威民 Casating、何國禎 Hope、陳向榮 Rudy、劉叔綱 
Gary、劉銖淇 Doctor、林洽鑫 Model、劉柯成 Archi、黃木村 Kneader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章4

陳來發 Spindle 捐款達 5 萬元 ( 梅花獎章 )、湯富淳 Art 捐款達 5 萬元 ( 梅花獎章 )、張光瑤 Concept、陳重光 
Chemical、葉守正 Brains、陳慶璋 Star、林啟聖 Kingnet、陳維國 Yummy、鐘昱夫 Iron、鄭稚勇 John 



社　　長：劉銖淇 Doctor
秘　　書：何志修 Sugar
財　　務：張長寬 Vino
糾　　察：吳元益 Melon
聯誼主委：許茂億 Polo
節目主委：趙紹清 Surgeon

出席主委：張光瑤 Concept
社務行政：馮賀欽 Onsen
社員主委：劉柯成 Archi
服務計劃：劉偉傑 Bistro
扶輪基金：周鴻仁 Innovation
公共關係：邱啟成 Faith

理
事

劉銖淇 Doctor、賴仁淙 Ears、何志修 Sugar
張長寬 Vino、馮賀欽 Onsen、劉柯成 Arch
劉偉傑 Bistor、許茂億 Polo、趙紹清 Surgeon
吳元益 Melon、邱啟成 Faith、張光瑤 Concept
周鴻仁  Invo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