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PP Six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32,700 元元元元【【【【IOU$26,500；；；；現金收入現金收入現金收入現金收入$6,200】】】】 
備註：Water$5,000元；DG Young$3,000元；PP Bernard、PP EN
各$1,000元；社長$2,000（含買時間）；副社長$1,200元；秘書$1,000
元；社友各$500元。 
 

RI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7 月文告月文告月文告月文告 
敬愛的扶輪兄弟姐妹們， 

我是日本戰後長大的第一代。我想，我的同胞現在自然而然

把和平列為最優先的大事。我們看到軍國主義把日本弄成什麼

樣，也看到選擇擁抱和平之後的日本在經濟上突飛猛進。 
這個決定讓日本能成長並茁壯。這讓好幾代日本兒童得以在

安全的環境下長大成人、受教育、改善他們的生活。這從根本改

變日本人對其他國家及文化的態度。這讓我們的思想開放，變得

更能容忍，以及尋找更廣泛的瞭解。 
而且這使日本人把精力移轉到正面的目標。日本傳統上把社

會的需求擺在個人的需求之前。這是日本傳統文化的一部份。這

個特色幫助日本在 2011年 3月的大地震及災禍之後的幾個星期及
幾個月生存下來並且重建。 

我想全世界都能從這一課學到東西。當我們把別人的需求看

成比我們自己的需求更重要---當我們把焦點放在共同目標全人類
的福祉時-----這點可改變一切。它改變了我們和世界的關係。它改
變了我們的優先順序。而且它改變了我們對於和平的了解。 

在 2012-13扶輪年度，和平將是我們的焦點及目標，我要請全
體扶輪社員積極以服務促進和平。 

信仰服務的力量是扶輪理念的核心。藉由把服務列為我們的

優先項目，我們把其他人的需求置於我們個人之上。我們對於其

他人的困難更深深地感同身受；我們在時間及資源的使用上比以

前更慷慨，而且對於新的思考方式更開放。我們承認每個人以及

每件事都有我們可以學習的地方，而不會想去改變其他人。 
透過服務，我們變得更能容忍彼此的差異，而且更感激我們

生活中的人。這份感激促使我們去好好瞭解其他人，看見每個人

身上的優點。透過更好的瞭解，我們學會尊重其他人。彼此尊重

使我們能和其他人一起和平生活。 
因此我請大家今年把以服務促進和平擺在扶輪工作的最前

端，並承諾為達成建立一個更和平的世界這個扶輪目標而努力。 
 

國際扶輪社長  田中作次田中作次田中作次田中作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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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 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 

1.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6:20-7:05）））） 
A. 6:20-7:00    餐飲時間餐飲時間餐飲時間餐飲時間、、、、歌曲練唱歌曲練唱歌曲練唱歌曲練唱 
B. 7:00-7:02    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 
C. 7:02-7:05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主委聯誼主委聯誼主委聯誼主委 Sun 

2.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7:05-7:10) 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 PP Ivan 
3.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7:10-7:20）－）－）－）－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Mark 
B.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 Elephant  
C.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4.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5.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7:20-7:50）－）－）－）－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 Noodles  

－－－－斯洛伐克國家介紹斯洛伐克國家介紹斯洛伐克國家介紹斯洛伐克國家介紹～～～～2012-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Outbound 交換學生鄭琬儒交換學生鄭琬儒交換學生鄭琬儒交換學生鄭琬儒    

6.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7:50-7:53）－）－）－）－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 Paint 
7.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7:53-8:00）－）－）－）－糾察主委糾察主委糾察主委糾察主委 PP Six 
8. 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  

第第第第 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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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恭禧 Water 入新厝，感謝當天到場祝賀的社友、夫人及小扶輪。 
 7月 6日本社輔導成立的花蓮高農扶少團成立，感謝各位 PP、社友及
夫人到場幫忙，也謝謝社長於宴請。 

 夏季旅遊－馬拉灣、巧克力王國三日遊，目前規劃於 8月初前往，希
望大家把時間撥出來，踴躍參與。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PP Ivan 
扶少團是扶輪社贊助的扶輪少年服務團體，全球第一個扶少團於

1962年在美國佛羅里達州墨爾本成立，扶少團提供機會給中學年紀

的少年(12 歲至 18 歲之學生組成)，為世界性的情誼、國際性的瞭

解共同努力，扶少團的英文名稱英文：Interact，「INTER」解釋為

International國際；而「ACT」是行動的意思。扶少團必須規劃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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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在學校、社區及世界上)。至

2010 年全球團員總數 288,857 人，團數

12,559 團，分佈在全世界 118 個國家。扶

輪團團員可以：發展領導技巧、獲得進行

服務計畫的經驗及服務他人的滿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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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3490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第第第 2012067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敬請各社繳交 2012-13

年度地區基金之社員分攤金，分上半年度、

下半年度兩期繳納，每期繳納金額為新台幣

貳佰伍拾元整。以各社 7月 1日之社員人數

為準，煩請於 7月 31日前繳交。 

第第第第2012068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函知本地區 2012-13

年度舉辦之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一、 時間:2012年 7月 28日(六)下午

1:00  

二、 地點: 新北市政府 507會議室 

三、 應參加人員為本年度：地區公共關

係委員會所屬之各委員、各分區助

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

秘書、公共形象主委、及其他有興

趣之扶輪社員，每社至少 4名參加。

每名註冊費$1,000元。 

第第第第 2012072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函知本地區舉辦之

2012-2013年度執行秘書研習會， 

一、 時間:2012年 7月 21日(六)上午

10:00  

二、 地點: 台北天成大飯店 

三、 為使各社執行秘書進一步瞭解RI資

源之運用及其職責與工作內容，請

各社執行秘書踴躍參加。 

四、 請於 7月 13日前報名，不收任何費

用。 

 台中港區社前社長 GM父親告別式訂

於 101年 7月 14日下午 1:30；地點：

清水區鰲峰里大街路 58號，應參加社

友：Noodles、PP Engine、PP 

Telephone、社長及秘書。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7 月 6 日感謝各為 PP 及社友的支持，

本社輔導花蓮地區本年度最新的花農

扶少團正式成立，很多媒體採訪，讓花

蓮港區社暴光度更顯著，對本社的形象

及招收新社友更有助力。 
 恭禧Ｗater 入新厝，除了房子很大後院

有果園，社友可以撥空前往仔細參觀。 
 8 月初將舉辦台中月眉馬拉灣三天二

日的夏季旅遊，還會職業參觀巧克力工

廠及可口可樂工廠，希望社友攜帶寶眷

踴躍參加。 
 恭禧 Reg 也將於下個月入厝。 
 今天的節目將安排 Eagle 職業分享。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公共公共公共形象形象形象形象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委員會：：：：PP Engine 
 公共形象委員有副主委 PP Hegar 及地

區公共形象主委的 Yo chih 的支持，相

信今年的公共形象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PP Telephone 
 本社今年擔任總監社，支持總監對扶輪

基金的捐獻可以做得更好、更亮麗，對

扶輪基金的認識表現在捐獻上是最正

確的。今年本社扶輪基金的目標：除了

繼續支持保羅哈里斯捐獻（往年是 2
位，希望向更多位邁進）、EREY、中

華扶輪獎學金最少博、碩士各 1位、參

與兄弟社馬來西亞國際服務計畫，但此

計畫目前金額尚未確定。 
服務計畫委員會服務計畫委員會服務計畫委員會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主委主委主委：：：：PP Toein 

 8 月 19 日社區服務計畫，委託釣權協

會花蓮分會協辦，進到花蓮港釣魚，讓

一般民眾認識扶輪社也具親民性，達到

宣傳港區社的效果，也會結合聯誼節

目，讓寶眷共同參與。    
社員社員社員社員委員會主委委員會主委委員會主委委員會主委：：：：Yo chih 

 在新的年度請各位社友踴躍推薦新社

友加入本社。本人為了感謝推薦新生力

軍的社友，提供兆豐門票及泡湯券各 2
張。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Water：7月 6日本人入厝，感謝各位 PP

及社友的參與，讓我的寒舍增添光彩。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Noodles 

花蓮房地產投資未來趨勢花蓮房地產投資未來趨勢花蓮房地產投資未來趨勢花蓮房地產投資未來趨勢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Eagle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社員人數 45 人  

免計出席 4 人 Morinaga、
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33 人  

補出席 3 人 Young、Lunch、
Hotel 

請假(美國) 1 人 Leo 

缺席人數 4 人 Luke、House、
ML、Sky 

出席率 90.2％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PP Telephone當選模範父親，實至名歸 

 
前往台中參加告別式於紫雲岩觀音亭合影 

 
休息站喝咖啡 

清水名清水名清水名清水名剎介紹介紹介紹介紹～～～～紫雲岩紫雲岩紫雲岩紫雲岩    

本次參加兄弟社台中港區扶輪社前社
長 GM 尊翁告別式，社長、秘書、PP 
Engine、Paint、Paul 及 Water透早起床，
經羅東直奔台中海線至清水，午餐後
剛好有緣參拜名剎－紫雲岩。紫雲岩
位於清水鰲峰山西麓，建於清康熙之
前，但乾隆年間才開始有正式記載，
乾隆 16 年福海倫禪師自福建渡海來台
主持，逐漸增備龕、鼓、燈、香，至
今已是中部地區超過 300 年的古剎。
紫雲岩主祀觀音菩薩，是佛教寶地，
當地居民慣以「觀音亭」稱之，廟貌
曾多次歷經整修，廟頂金色琉璃瓦層
疊而上，宏偉莊嚴。廟五樓設有文物
館，存放廟內歷史古物，殿前大埕可
眺望廣大的台中港，令人胸臆大開。
因網路上流傳，自古此廟觀世音菩薩
有求必應甚為靈驗，因此香火鼎盛。
此次社長與諸社友途經寶地，剛好妙
緣福至，入內參拜，祈求社運昌隆，
社友、夫人大家健康發大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