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躍辰 

Elephant 

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程序表 
一一一一、、、、    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 
二二二二、、、、    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 
三三三三、、、、    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 
四四四四、、、、    致謝詞致謝詞致謝詞致謝詞-Lunch 
五五五五、、、、    來賓致詞來賓致詞來賓致詞來賓致詞 
六六六六、、、、    頒獎頒獎頒獎頒獎～～～～ 
� 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Lunch社長頒贈社長頒贈社長頒贈社長頒贈 
� 頒贈紅箱前五名獎頒贈紅箱前五名獎頒贈紅箱前五名獎頒贈紅箱前五名獎－－－－Lunch社長頒贈社長頒贈社長頒贈社長頒贈 
� 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Eagle頒贈頒贈頒贈頒贈 

七七七七、、、、    交接典禮交接典禮交接典禮交接典禮 
八八八八、、、、    新任社長新任社長新任社長新任社長致詞致詞致詞致詞－－－－Elephant 
九九九九、、、、    贈送卸任社長禮物贈送卸任社長禮物贈送卸任社長禮物贈送卸任社長禮物 
十十十十、、、、    內輪會新內輪會新內輪會新內輪會新、、、、舊會長交接舊會長交接舊會長交接舊會長交接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Sun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Mark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PP Six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 

    

表揚名單表揚名單表揚名單表揚名單 

A.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頒贈職員獎 
◎◎◎◎秘書獎秘書獎秘書獎秘書獎－戴延宗 
◎◎◎◎會計獎會計獎會計獎會計獎－陳慶木 
◎◎◎◎五大服務獎五大服務獎五大服務獎五大服務獎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江躍辰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林有志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張志賢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劉悟民 
社員主委－余國基 
◎◎◎◎重要職員獎重要職員獎重要職員獎重要職員獎 
糾察主委－林聖元 
出席主委－孟憲法 
膳食主委－周生銓 
節目主委－李經商 
社刊主委－劉乙錡 
聯誼主委－汪稚洋 

扶輪知識主委－黃仁宏 
高爾夫球主委－黃安宏 
B.頒贈紅箱頒贈紅箱頒贈紅箱頒贈紅箱前五名獎前五名獎前五名獎前五名獎 
第一名－江躍辰 
第二名－蕭崎昌 
第三名－林慶明 
第四名－戴延宗 
第五名－蕭毅群  

C.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 
蕭崎昌、林慶明、黃仁宏 
劉悟民、張志賢、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黃安宏 
蕭毅群、戴延宗、江躍辰 
吳國璽、陳勉志、羅子憲 
汪稚洋、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黃建華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江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 
黃安宏、吳國璽 
汪稚洋、余國基 
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 
吳忠友 

               
 
社     長：江躍辰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戴延宗 
秘     書：陳勉志 
財  務 長：黃安宏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兄弟主委：劉悟民 
膳食主委：許振堂 
節目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李經商 
公共形象 
主    委 ：吳開陽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黃仁宏 
服務計畫 
主     委：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行政管理 
主      委 ：戴延
宗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通訊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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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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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36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新任社長致詞新任社長致詞新任社長致詞新任社長致詞－－－－ 
 

    謝謝各位前社長、社友的推舉由七月一
日起擔任花蓮港區扶輪社的社長，台灣四面
環海，我們又以港區為社名，相信未來一年
中，五湖四海都是我們社友的天下，祝大家
生意做不完；數錢數不完。大船航行在海

中，主要依靠三件配備：舵、帆、錨。在這一年，我將全力融
匯社友的意見確定方向，為大家掌穩舵，穩定安全的向前行。 

而大家對我的支持，相信如乘風破浪的帆，帶領港區社到
一個全新的境界。 

Elephant更希望用錨將每一位社友、社友夫人的心緊緊扣
合在一起，因為偉大的事業，是要靠大家一同參與和支持的。 

謝謝Lunch直前社長，謝謝Cab副社長，你們辛苦了，站在
你們創立的基礎上，我們看的更遠、更清楚。 

花蓮港區扶輪社36年了,社友們揚帆出發吧!光榮的故事
正等待我們去開創。 
 
理監事理監事理監事理監事：：：： 
理  事  長：江躍辰 
常務理事：戴延宗、陳勉志 
理  事：林聖元、吳開陽、吳國璽、余國基、李經商、 
          林有志、鄭宗治、孟憲法、吳忠友 
常務監事：陳慶木             監  事：黃安宏、汪稚洋 

五大主委及職員五大主委及職員五大主委及職員五大主委及職員：：：：    

秘書：陳勉志 
財務長：黃安宏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戴延宗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吳開陽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黃仁宏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節目主委－鄭宗治 
聯誼主委－李經商 

 

 



第第第第 1838 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Genius 

 6月 29日新荷社授證，請安排到的社
友準時出席。 

 7月 7日下午 6:30新社友Water入厝
設宴地點：吉安鄉明仁三街 139號。 

 6月 21日扶少團籌備會，當天花蓮農
校學生表演相當精彩，將於 7月 6日
正式成立，敬邀各位社友共襄盛舉。 

 本社 35.36屆社長交接典禮訂於 7月 2
日，請各位社友協同夫人一同參與。  

扶輪知識扶輪知識扶輪知識扶輪知識時間時間時間時間：：：：PP Telephone 

 扶輪的運作是不斷傳承，今年的社長
對扶輪知識的推廣相當用心，也贈送

各位社友扶輪知識入門的書，希望大

家撥空研讀。我與大家一樣，都是進

入扶輪才開始認識、學習扶輪，扶輪

章程、規則都很生硬，但透過每次例

會的扶輪知識時間，讓大家以輕鬆、

簡單的方式瞭解扶輪，本社對扶輪知

識時間運用已走入正軌化，提升社的

水準，才會有 2位總監產生，這是本
社值得學習觀摩。在扶輪的領域裡，

參加扶輪訓練領導人，扶輪知識提升

扮演重要的角色，愈瞭解扶輪愈能發

揮專長。期待明年的扶輪知識主委可

以帶大家進入另一個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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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b 

 中區社來函，第 29、30屆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訂於 6月 26日（二）下午 6：
30；地點：花蓮永豐活海鮮餐廳。 

 新荷社來函，訂於 6月 29日下午 5:30
假美侖大飯店舉行授證 17週年慶典
暨社長交接典禮，本社參加人員社

長、秘書、IPP Ivan、Paul及 Tom。 
 花蓮社來函，原 6月 29日(五) 中午之

例會，為配合舉行第 51、52 屆新舊任
社長職員交接典禮女賓夕，變更至 6
月 30日(六)下午 6:00；地點：統帥大
飯店。 

 華東社來函，原 6月 27日(三)例會，
為配合舉行第 20屆、21屆新舊任社長
職員交接典禮，變更至 7月 1日(日)下
午 6:00；地點：豐川餐廳。 

 吉安社來函，函知第1607次例會暨第
32、33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及女賓夕，時間：7月4日(三）晚上
6:00；地點：美侖大飯店。 

 東南社來函，訂於 7月 5日(四) 下午
6:00舉行第 23、24屆新舊任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典禮地點：社館；餐敍地點：

三嘉一釣蝦場。 
 本社訂於本社訂於本社訂於本社訂於 7 月月月月 2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6:00 假青葉餐假青葉餐假青葉餐假青葉餐

廳舉行廳舉行廳舉行廳舉行 35.36屆社長屆社長屆社長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暨職員交接典禮暨職員交接典禮暨職員交接典禮暨

女賓夕女賓夕女賓夕女賓夕，，，，敬邀各位美麗夫人並請務必準敬邀各位美麗夫人並請務必準敬邀各位美麗夫人並請務必準敬邀各位美麗夫人並請務必準

時出席時出席時出席時出席。。。。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Lunch 

 感謝 6月 17日各位社友、夫人及寶眷
撥空參加蘇澳社授證 35週年，感謝 PP 
Bernard及立祥藍董熱情的招待。 

 本社訂於 7月 3日下午 6:00油桐廳舉
行結算會議，敬邀各位理監事出席。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行政管理委員會：：：：Elephant 
馬上就要上任，本年度有 3個重要計畫－ 

1. 7月 6日將成立與花農原舞社成立扶
少團，團員 54位，這些學生都具服務
熱忱，懇請各位社友支持，參考新荷

社建議，將扶少團分為７隊，誠徵保

姆，相信在服務上會更有效力。 

2. 扶輪幸福米 
3. 感謝 PP Toein釣魚協會，辦理花蓮港
區扶輪盃海釣活動。 

一個人所做有限，懇請社友支持、鼓勵。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IPP Ivan：：：： 
 其實打高爾夫球賽就是要快快樂樂，
我們社每個禮拜三晚上在高爾夫球練

習場都有在教打球。 
 明年的知識時間，我會每次例會安排
社友讀一篇扶輪知識，導讀並分享獲

得感想、訓練口才。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Sun 

今年節目的安排以身心靈為主題，幸福

是怎麼來的，幸福是從平安得來，心平

氣和就會幸福，最近讀書會閱讀－楊定

一博士分享如何根除疾病－飲食、運

動、呼吸、內心。大家有空可以買來讀

一讀。 
吃的習慣，放慢腳步；呼吸慢慢將空氣

吸到肚子，吸氣一定要聽到聲音，1天大
概 15分鐘，讓心靈沈甸，眼睛開七分閉
三分。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Eagle 

社員人數 46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
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30人  

補出席 5人 
Young、Leo、
Camera、Jason、
Yo chih 

缺席人數 6人 
Andy、Luke、
Civil、House、Kuo 
chi、Sky 

出席率 83.3％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PP Toein  

謝謝大家今年的紅箱捐獻謝謝大家今年的紅箱捐獻謝謝大家今年的紅箱捐獻謝謝大家今年的紅箱捐獻，，，，已達目標已達目標已達目標已達目標！！！！ 

～扶少團成立籌備會～扶少團成立籌備會～扶少團成立籌備會～扶少團成立籌備會翦翦翦翦影～影～影～影～    

    
與花蓮高農扶少團團員合影 

    
2012-13年度社長致辭 

 

 

2012-13 扶輪年度宗旨目標－ 

       以服務促進和平 

�永浴愛河� 
� PP Hegar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65/7/25 

� PP Leo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82/7/10 

� Noodles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82/7/13 

� Genius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85/7/21 

�生日快樂� 
� ML～～～～7/4 

� Lunch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7/7 

� Jeff～～～～7/15 

� PP Toein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7/16 

� Sky～～～～7/21 

� Mark～～～～7/30 

新荷社社長新荷社社長新荷社社長新荷社社長 Sakuraaaa：：：：擔任這個職務是
非常愉快，6月 29日是 17屆的授證，
晚會是燭光晚會，相給大家不一樣的

感覺，可以的話愈多愈好，盛情的邀

請大家 6月 29日來參加新荷社授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