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花東之旅花東之旅花東之旅花東之旅報名名單報名名單報名名單報名名單 

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地區年會：：：：(4/9-10) 

PP Bernard、PP Hegar、PP Young 伉儷、PP Telephone、PP Leo、

PP Camera、PP Six、PP Toein、PP Andy、PP Engine、Cab 伉

儷、Ivan 伉儷、Lunch、Civil、Genius、Kuo chi、Sky、Sun、

Yo chih、Noodles 

花東花東花東花東 2 日遊日遊日遊日遊：：：：(3/19-20) 

PP Bernard、PP Aoba 夫人、PP EN、PP Leo、PP Camera、PP 

Six、PP Toein、PP Engine、Cab、Ivan、Lunch、Mark、AD、

Civil、Genius、Kuo chi、ML、Sun、Noodles、Eric 

若還要報名請速連絡執秘，謝謝配合！ 

 

2010年年年年7月月月月1日至日至日至日至12月月月月31日止年度計畫基金捐獻平均最高的前日止年度計畫基金捐獻平均最高的前日止年度計畫基金捐獻平均最高的前日止年度計畫基金捐獻平均最高的前

十名扶輪社十名扶輪社十名扶輪社十名扶輪社 
透過推動每位扶輪社員、每年（EREY）計畫，捐款給年度計畫基

金，是扶輪基金會各項計畫的主要資金來源。從在非洲的村莊挖水

井到拉丁美洲為兒童的基本識字能力的教學，在任何時刻，都有成

千上萬的扶輪義工，奉獻他們自己的時間和專業知識。所有捐給年

度計畫基金的款項，都會明智地花費在高品質的扶輪基金會計畫

上。以下是從2010年7月1日至12月31日止，年度計畫基金捐獻平均

最高的前十名扶輪社，5名為在台灣的扶輪社 

� 美國亞利桑那州Peoria North社──3,850美元 

� 香港The Peak 社  ── 2,354 美元 

� 韓國光州Gwangju-Youmju 社──1,967美元 

� 台灣員林社──1,929 美元 

� 美國威斯康辛州安提哥社  ── 1,778 美元 

� 台灣楊梅社──1,630 美元 

�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Palm Springs Sunup社──1,502 美元 

� 台灣台北士林社──1,320 美元 

� 澳大利亞NSW省Caringbah 社──1,259美元 

� 台灣桃園東區社──1,244 美元 

～截錄扶輪月刊 3 月號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0-2011年度 

  理事會名錄 

蕭毅群、江躍辰 

吳國璽、戴啟邗 

林慶明、黃仁宏 

吳開陽、黃安宏 

陳勉志、林進鉎 

李昱、余國基 

陳慶木、戴延宗 

劉志超 

                  
 
社     長：蕭毅群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

：江躍辰
 

秘     書：吳國璽 

財  務 長：戴啟邗 

糾察主委：張志賢 

出席主委：劉乙錡 

兄弟主委：陳勉志 

膳食主委：林聖元 

節目主委：汪稚洋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林進鉎 

扶輪社公共 
關係主委 ：余國基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林慶明 

服務計畫 

主     委 
：張正治 

社員主委：吳開陽  

社務行政 
主      委 ：江躍辰 
  

例會 

時間
:每星期一下午 6:30 

社址:花蓮市商校街 2  

     號 9 樓之 6 

電話:03-8322086 

傳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第第第第 1770 次例會暨女賓夕次例會暨女賓夕次例會暨女賓夕次例會暨女賓夕 

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例會內容： 
1.聯誼時間（6:30-6:45） 

A.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B.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Civil 
C.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D.聯誼報告 

2.社長時間（6:45-7:00）由社長主持 
  A.秘書報告-Lunch 
  B.社長報告-Ivan 
  C.各委員會報告 
3.社友時間 
4.出席報告－出席主委 AD 
5.歡喜時間－糾察主委 PP Camera 
6.社長鳴鐘散會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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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浴愛河�� 
◎ PP Camera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77/3/15 

◎ Mark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81/3/5 

��生日快樂�� 
◎ Kuo chi～～～～3/7 ◎ IPP Jason夫人夫人夫人夫人～～～～3/8 

◎ Hollywood夫人夫人夫人夫人～～～～3/11 ◎ Luke～～～～3/17 

◎ Trust～～～～3/17 ◎ PP Six夫人夫人夫人夫人～～～～3/20 

◎ PP Korea夫人夫人夫人夫人～～～～3/21  

 



 2月 12日新春聯歡會感謝各位社

友、夫人及寶眷熱情參與，讓當天非

常順利及開心。 

 2月 13日捐血活動感謝各位 PP、社

友的參與。參與整天活動的 PP 

Bernard、PP Young、Cab夫人及

AD感謝你們；感謝 Kuo chi追加紀

念品及 Eric提供舒適的椅子，當天

除了募得 343袋血外還達到聯誼的

效果。 

 2月 20日感謝社長率多位PP及社友

前往台中參加台中港區社社友 Hero

夫人告別式。當天除了公祭外，高爾

夫球主委 Cab也安排一場高爾夫球

賽，球賽中恭禧 Kuo chi破百。除此

之外，還要感謝兄弟社熱情的招待。 

 Sky父親心臟病住院，祝他早日康

復。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Lunch 

� 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申請國際扶輪
社長獎表彰，請於 2011年 3月 15日

前由扶輪社社長簽名後，寄給地區總

監。 

� 總監辦事處來函，2011-12 年度國際

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YEP)推薦合格

備取學生第三次訓練會-英文簡報，

惠請各社通知備取學生準時參加，時

間：2011年2月26日上午08：30～

17：05；地點：致理技術學院綜合大

樓B1演講廳。 

� 總監辦事處來函，函知本地區
2011-12年度地區團隊訓練會，敬請

轉知各分區助理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區各委員會主委、總監辦事處團隊

及相關與會人員出席參加。 

1. 時間：2011年 3月 19日(星期

六)上午 09：00報到； 

2. 地點：蘭城晶英酒店六樓。 

� 美侖山社來函，原訂 100年 2月 24

日舉行之第 858次例會，為配合參

加『高雄鳳山西區兄弟社 25週年授

證暨與韓國東清州姐妹社締盟 23週

年、花蓮美侖山兄弟社締盟 19週年』

慶典，變更至 100年 2月 25日下午

5:30；地點：高雄圓山大飯店五樓

龍鳳廳。 

� 原下週一的例會因為 228國定假

日，休會 1次。 

� 花蓮二分區簡易獎助金計畫，將於
2月 24日假富里永豐國小舉行捐

贈儀式，當天由中區社社長於瑞穗

宴請午餐，捐贈儀式後，由玉里社

安排加賀屋泡湯及用餐，敬邀有空

的社友一同前往。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Ivan 

� 感謝 PP Toein及ML 今天晚餐準備

的美味刀削麵。 

� 新春聯歡會感謝聯誼主委 Civil及節

目主委 Genius 精心的安排，小扶輪

樂器演奏、猜謎遊戲等，讓在場的

社友、夫人及寶眷都玩得很愉快。

感謝大家熱情的參與。 

� 2月 13日捐血活動，感謝 PP Young

提供早餐券、Kuo chi提供果醬、

Luke 贊助 5台腳踏車、Yo chih 調

派花蓮憲兵隊，參與捐血活動，並

感謝秘書 Lunch、Civil及 Genius

協助載至捐血中心捐血。除此之

外，再次感謝當天參與的社友、夫

人及寶眷，及大家熱情的贊助。 

� 2月 20日感謝與我前往台中參加台

中港區社社友 Hero夫人告別式之

PP及社友，並感謝 IPP Jason及Cab

安排交通及食宿。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Kuo chi：：：： 

� 打球的好處很多，除了聯誼外，在

身心、壓力都可達到舒緩效果。感

謝 Civil當天捨命陪君子，雖然感冒

還是下場打球。打球的過程中可以

發現每個人的人格特質，社友間要

多欣賞對方的優點並包容缺點，這

樣才會合作很愉快，並且獲得成長。 

� 有社友建議是不是要成立婚喪喜慶

主委，每次可順便安排一些活動，

除了壯大我們的聲勢外，並可凝聚

社的向心力，也希望邀請一些新社

友參與。 

Civil：：：： 

� 其實昨天 Kuo chi的桿數應是 99

桿，真得不簡單，短短 2 個月。 

� 現在到授證前，活動會比較多，希

望社友多多參與，並多給我們團隊

意見及提醒。 

出席出席出席出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AD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Aoba、
Hegar 

請    假 1人 Afuku 

出席人數 24人  

補出席 4人 
Cab、Genius、Yo 
chih、George 

缺席人數 9人 

Korea、Luke、
Trust、Sky、
Sumitomo、
Noodles、Hotel、
Hollywood、Eric
（記得補出席） 

出席率 75.7％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PP Camera 

� 我們都很幸運遇到中華民國 100年

及西元 2000年，真得是很難得並值

得歡喜的事！ 
IOU－－－－$19,900 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3,000 

1. PP Bernard、PP EN、Lunch各
$2,000 元； 

2. Ivan、Elephant各$1,500 元； 
3. PP Camera、PP Toein及 PP 

Andy各$1,000 元； 
4. 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5. 出席及補出席社友各$300 元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 

某大公司的主管十分怕老婆但很想知

道是不是每個男人都一樣？於是，有一

天，集合公司內所有已婚男士說：「覺

得自己怕老婆的人站到左邊，覺得自己

不怕老婆的人站到右邊。」之後，只見

一陣騷動，大部分人都去左邊，只有一

個去右邊，還有兩個站在原地不動。 

他首先問第一個站在原地不動的人：

「為什麼你站著不動？」那人回答道：

「我老婆交代過我，若公司中有分派系

時，要保持中立，那一邊都不要參加，

所以我站在中間。」他再問第二個站在

原地不動的人：「你又為什麼站著不

動？」第二個人答道：「我老婆說：凡

事不可自己做決定，要先問她才算，我

可不可以先打個電話給她呀？」這時，

眾人皆以敬佩的眼光，投向獨自站到右

邊的那位男士，並請他發表感言，他就

說：「我老婆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 21 屆年會屆年會屆年會屆年會 

寶眷才藝寶眷才藝寶眷才藝寶眷才藝 PK 賽參加辦法賽參加辦法賽參加辦法賽參加辦法 

1. 參加人員：扶輪寶眷(含子女) 

2. 人數：12 組(每組不超過 12人) 

3. 競賽內容：(不與大會表演節目內

容相同)各項才藝(道具自備) 

4. 時間：2011年 4月 10日(星期日)

上午 9:00~12:00，表演時間最多

不超過 8分鐘為限 

5. 地點：圓山大飯店 10樓國際會議

廳 

6. 獎勵辦法：獎項豐富請踴躍參加，

選出特殊才藝獎 

最佳造型獎 最佳團隊獎 

最佳創意獎 最具潛能獎 

最佳默契獎 健康活力獎 

最佳台風獎 唱作俱佳獎 

7. 報名方式：以社或分區為單位，以

e-mail 方式向總監辦事處報名 

8. 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額滿為止，

敬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