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交換學生鄭琬儒介紹交換國家 

－斯洛伐克    
社長授旗及贈送紀念品    

     

花蓮地區扶輪隊隊長贈送參加球
隊者－運動衫及 2 條球    

Toein 夫人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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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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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巴西介紹巴西介紹巴西介紹巴西～～～～2012-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Outbound 交換學生交換學生交換學生交換學生吳音儒吳音儒吳音儒吳音儒     
－－－－介紹比利時介紹比利時介紹比利時介紹比利時～～～～2012-13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Outbound 交換學生林育全交換學生林育全交換學生林育全交換學生林育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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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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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5-7 日本社將辦理夏季旅遊，前往月眉馬拉灣、巧克力工廠

等地方，行程真得物超所質，歡迎社友、夫人及寶眷踴躍參加。 
 今天是 PP Toein 夫人生日，例會結束後請社友一同前往幫夫人

慶生。 
 恭禧 Reg 下個月將入新厝。 
 恭禧 PP Telephone 榮獲本年度模範父親。 
 昨天 7/14 花蓮地區扶輪盃高爾夫球賽，恭禧 PP Six 獲第二名及

其他獲獎的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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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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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的定義扶輪的定義扶輪的定義扶輪的定義：：：：扶輪是一個結合全世界各種

事業與專業人士的組織，提供人道服務、

鼓勵所有職業的崇高道德標準並協助建

立世界之親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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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中區扶輪社社友陳棟樑 Oil 父親

陳公春鳳老先生往生，謹擇於 101 年

7 月 18 日(三)上午 9:30 舉行家祭、

10:00 公祭，喪宅:花蓮縣吉安鄉稻香

村廣賢一街 126 號，本社應參加人

員：社長、秘書及 Noodles。 
 2012-13年度台灣7地區社員名錄已發

行，請欲訂購的社友儘快向執行秘書

登記。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7 月 14 日本人與秘書 Mark、PP 
Engine、Paint、Paul、Water 前往台中

參加兄弟社 PP GM 父親告別式，並順

道前往紫雲岩參拜，祈求社運昌隆，

社友、夫人大家健康發大財。 
 恭禧 PP Telephone 榮獲模範父親。 
 恭禧 Eagle 的第一房屋，將於 7 月 22
日開幕。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Golf：：：： 
 花蓮地區高爾夫球隊本年度本社擔任

隊長，請各位社友踴躍參加球隊，隊

長 PP Ivan 提供一件 Polo 衫及 2 條球。 
Eagle：：：： 

 本人預計 7 月 22 日開幕，還有很多籌

備東西趕工中，若有延誤再另行通

知，請各位 PP、社友不吝指教。 
PP EN：：：： 

 7 月 18 日 12:00-15:00 胡瓜主持的綜藝

大集合將在怡園錄影。 
 希望社裡能多邀請財務專家演講，讓

各位企業家更瞭解如何合理節稅。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Noodles 

2012-2013 年度交換學生鄭琬儒年度交換學生鄭琬儒年度交換學生鄭琬儒年度交換學生鄭琬儒：：：： 
斯洛伐克～位於歐洲的中央，在捷克

的旁邊，波蘭的下面，鄰近國家有：捷克、

波蘭、奧地利、匈牙利、烏克蘭，斯洛伐

克與捷克原為同一個國家，於西元 1992
年 12 月 31 日和平分離，雖屬 2 個國家但

文化風情很相近（捷克文化受奧地利影

響，斯洛伐克受匈牙利的影響），語言也

很相近（但還是不一樣），捷克工作性質

偏向工業化，斯洛伐克比較純樸，從事傳

統農牧業。 
斯洛伐克擁有豐富歷史、佳餚美酒，

人口數約 540萬人，首都布拉迪斯拉瓦，

四季分明，使用歐元，以馬鈴薯為主，境

內有上百座的古堡。 
謝謝港區扶輪社讓我有這個機會當交

換學生，謝謝爸爸、媽媽讓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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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補出席 10 人 

Young、Camera、
Toein、Cab、
Ceiling、Kuo chi、
Yo chih、
Hollywood、Jeff、
Doson 

請假(美國) 1 人 Leo 
缺席人數 3 人 Luke、ML、Sky 
出席率 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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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00 元元元元【【【【IOU$62,200；；；；現金現金現金現金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1,600】】】】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Elephant、IPP Lunch 各$20,000 元（專
款專用-扶少團）  
� Tom$1,100 元；PP Six、PP Ivan、

Mark、Eagle、Art 各$1,000 元；PP 

EN$600 元； 
� PP Bernard、PP Telephone、PP 

Engine、PP Jason、AD、House、
Genius、Sun、Noodles、Hotel、
George、Paint、Golf、Paul、Water
各$500 元； 
� 統一歡喜：社長當選人$1,200 元；未
出席社友各$500 元(含社裡補出
席)；其他社補出席各$300 元。 

認識地區總監認識地區總監認識地區總監認識地區總監 

            ～～～～3490地區總監林慶明地區總監林慶明地區總監林慶明地區總監林慶明Young 
成長的過程對一個人的影響甚鉅，

Young在50年代出生於雲林的一個小漁村
(台西村)，父親是位白手成家的生意人。孩
提時常聽到家父談及他年輕時，每天在凌晨
4時騎著單車載著兩擔蚵仔或漁產，行走26
公里，一路從台西到虎尾鎮巿場叫賣，賣完
才能往回走，不畏風雨烈日。後來稍有積
蓄，始能娶妻生子，蓋店舖做生意。這也讓
我深深的了解到，惟有努力認真打拚，才能
擺脫貧窮，過好日子。小時候在鄉下，每個
小孩都必須要幫忙家計，舉凡下田工作，或
幫忙討海無一倖免。所以能夠專心唸書的實
在不多，因此我也才能有機會順利的從台西
國小領取「雲林縣長獎」畢業，並遠赴台中
就學。 

初中時就讀於台中明道中學，三年的住
校生活也讓我學習了如何在團體中生活，同
時也認識了許多好朋友。初三時父親屢次來
探視並語重心長的說：若考不上第一志願就
準備回家討海、種田。在慈父的威嚇之下，
因為壓力產生了動力同時也激發了潛力。結
果順利的考上台中一中及台北工專五專
部，後來決定就讀台中一中。 

高一時獲得全班無異議支持擔任班長
一職，開始了服務的生涯，無論校內班際聯
誼或校外郊遊比賽等皆能達成任務。同時也
參加了合唱團、儀隊、籃球校隊、糾察隊、
跆拳道等..社團。一路玩了將近三年，到了
高三下學期才警覺同學們每天放學都是往
補習班跑，而我卻不知不覺中，在籃球場與
操場，蹉跎了許多歲月，於是立刻定下心來
不眠不休的K書，然而「機會畢竟是留給準
備好的人」因而也就與第一志願無緣，所幸
也勉強的擠進了國立中興大學，開始了新鮮
人的生活。 

台中十年的求學生涯，收穫滿滿，認識

了許許多多的好朋友，從師長、同學、學長、
學弟多有往來。尤其最感恩的是在初中時認
識了我的內人，當時是民國六十年，迄今已
經超過了四十年。年方十四情竇初開的我，
初識美女驚為天人，歷經十數寒暑的努力追
求，波折不斷。所幸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
在民國七十二年修成正果，抱得美人歸。從
此王子與公主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七十年代是台灣建築業興盛的開始，對
於天然石材的使用也隨著倍數成長。充滿著
智慧的家父在朋友的協助下順利的到「台灣
石材之都」花蓮來投資設廠，從買賣業跨入
了製造業。民國七十二年退伍之後，銜父命
到花蓮，從工廠基層做起，自原石的選取，
製造的過程，巿場銷售，皆與內人親歷其
境，雖嘗盡苦頭但也吸收了寶貴的經驗。同
年在石礦業鉅子蕭崎昌前社長的推薦之下
加入了花蓮港區扶輪社，得以有機會向各界
扶輪菁英學習。當時的我年方二十六，是地
區最年輕的扶輪社友。 

扶輪社中多貴人，民國八十年受本社前
總監林清材(1990-1991)指派擔任RI 代表
PRIVP Gary黃其光的接待，隨侍Gary夫婦二
天，也因此展開了彼此的友誼，同年底在
Gary的鼓勵與親自帶領之下，順利的向台北
海霸王公司莊董買下了他在花蓮的工廠，讓
事業版圖得以擴大，也奠定了個人事業的基
礎。從此一路平順，個人亦深切的體認到「服
務愈多獲益愈大」的扶輪銘言。 

多年的扶輪生涯也鼓舞著年輕的我，熱
心公益、服務社會乃我輩之志業。民國九十
一年起擔任二屆六年的花蓮縣工業會理事
長；民國九十三年起擔任二屆的台灣區石礦
製品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在任期間皆能勠
力從公，為全體會員服務，實乃肇基於我扶
輪之訓練與薰陶，體現扶輪「超我服務」之
實踐。 

3490地區在歷屆的總監的努力經營之
下，已經奠定了深厚的基礎，無論在各項的
服務工作表現皆可圈可點，讓將接任的我，
內心惶恐不安，惟恐不及。但所幸在總監及
全體前總監的支持與指導之下，再加上
2012-2013年度的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
秘書、各委員會主委、各社社長的熱情扶
持，令我信心倍增。相信在新的一年，Young
對會全力以赴，矢志達成各項目標，為爭取
我3490地區的榮耀而奮鬥。 

 

～～～～截錄於截錄於截錄於截錄於2012/72012/72012/72012/7扶輪月刊扶輪月刊扶輪月刊扶輪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