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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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人  

補出席 9人 
Young、Camera、Jason、Ivan、AD、Kuo 
chi、Yo chih、Eagle、Hollywood 

請假(美國) 1人 Leo 
缺席人數 6人 Luke、Civil、House、Sky、Hotel、Eric 
出席率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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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00 元元元元；；；；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1,000 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 統一歡喜：社長$1,500元；社長當選人$1,200元；秘書$1,0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元(含社裡補出席)；其他社補出席各
$300元。 
� 服裝不整、早退各糾察$100元 

 

夏季月眉夏季月眉夏季月眉夏季月眉－－－－馬拉灣之旅報名人數統計馬拉灣之旅報名人數統計馬拉灣之旅報名人數統計馬拉灣之旅報名人數統計：：：： 
PP Toein*6位、PP Jason*4位、PP Ivan*1位、IPP Lunch*1位、、、、
Cab*2位、Elephant*4位、Mark*4位、AD*4位、Civil*5位、
Ceiling*6位、Genius*5位、Kuo chi*2位、Sun*4位、Yo chih*3
位、Noodles*6位、Hollywood*2位、Art*2位、Reg*4位、Paul*1
位、Doson*1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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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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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山歲月 45 載   玉里安德療養院－法國劉一峰神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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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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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son平安歸國。 
 上週一 Toein夫人生日感謝參與的社友、夫人及 Toein夫人準備
豐盛的宵夜，大家都吃得很高興。  

 上週六下午港區扶輪高爾夫球隊第一次聯誼賽。 
 謝謝 DG Young夫人今天中午於一萬哩請全體夫人用餐，現場一
片和氣。 

 7月 25日 PP Hegar結婚週年紀念，祝白頭偕老。 
 Water父親上週微恙，社長、秘書及 IPP Lunch有前往探視，祝
早日康復。 

 夏日月眉－馬拉灣之旅目前報名參加人數已接近 70位，請未報
名的社友儘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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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 

Tom～～～～扶輪宗旨扶輪宗旨扶輪宗旨扶輪宗旨 
在世界的某些地區，有些扶輪社每週

的例會是由所有社員站著朗頌扶輪宗旨

做為開始。這段源自國際扶輪章程的詞句

經常可以在扶輪社員辦公室或營業處的

牆上掛框中看到。 
扶輪的宗旨是「鼓勵與培養以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服務之

理想理想理想理想做為有價值企業的基礎」，然後列舉

出此「服務之理想」所鼓勵與培養的四個

要項：第一、要鼓勵與培養與他人發展相

識做為服務服務服務服務之機會；第二、要鼓勵與培養

各種事業與專業的高道德標準，認識一切

有用職業之價值， 並尊重每位扶輪社員

的職業，以做為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服務社會的機會；第三、

要鼓勵與培養每位扶輪社員，以服務之理服務之理服務之理服務之理

想想想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與社區之生活上；

第四、要鼓勵與培養各種事業與專業人士

結合在服務之理想服務之理想服務之理想服務之理想下，經由世界性之扶輪

情誼，促進國際間的了解、善意及和平。 
扶輪的宗旨並非一直是這麼敘述

的。最早在 1906 年的構句有三項宗旨：

增進事業之利益、提昇良好情誼以及促進

社區之最佳利益。然後經數次修正。最後

的重大變更發生在 1951 年，四項扶輪宗

旨被剪裁為單一宗旨，帶有四個要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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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74 號函，函知 2012-13 年度國際

扶輪超我服務獎申請事由，請欲推薦之各

社於 8 月 15 日前將中、英文版提名表郵

寄或 e-mail 至地區辦公室。提名資格： 
1. 提名人為現任及甫卸任地區總監，每

一年度最多可提名 3 位候選人。 
2. 任何資格完備之扶輪社員在人道服務

方面親自、持續、自願的參與服務，

有具體且傑出的貢獻者，均可被提

名，但現任地區總監、總監當選人、

甫卸任總監不得為被提名人。 
3. 被提名人對扶輪基金財務之捐獻，以

及對單一計劃的貢獻，並非得獎考量

的重點。   
各社各社各社各社來函來函來函來函～～～～  

 美侖山社來函，原 7 月 26 日例會為配

合 3490 地區總監林慶明先生賢伉儷一

行蒞臨公式訪問，變更時間至下午 6：
10；地點：翰品酒店二樓。 

 中區社來函，原7月31日第1527次例

會、寶眷聯誼為配合3490地區總監蒞臨

公式訪問，變更例會時間至下午6：10；
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華東社來函，函知各社辦公室喬遷至花

蓮市重慶路47號。 
 8月19日本社將舉辦花蓮東岸防波堤釣

魚大賽，請有興趣的社友、寶眷及朋友

向執行秘書報名。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歡迎 PP Engine 及 Yo chih 小扶輪蒞

臨，將為各位介紹他們將前往的國家。 
 在聯誼主委Sun及Noodles精心策劃下

的夏季旅遊，將於 8/5-7 前往月眉馬拉

灣，請盡情的享受這次的旅遊，也感謝

社友、夫人踴躍的參加，原訂可口可樂

的行程因適逢假日休息而無法前往，會

再詢問各位的意見變更至台塑集團或

白木屋、義美工廠參觀。 
 下週邀請法國前來的神父－玉里天主

堂劉神父與大家分享法國外邦教會在

花蓮的社會服務情形，劉神父 25歲就
在巴黎完成神父的訓練，立刻被派到花

蓮偏僻的地方擔任神職的工作，一個外

國人將青春歲月投入在花蓮這塊土地

上，究竟他的心路歷程為何？歡迎大家

當天務必出席聆聽。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公共形象委員會公共形象委員會公共形象委員會：：：：PP Engine 

 本社即將設置 2 個公共形象看板（幸福

米及社員推廣），社長邀請藝人施易

男代言，相信對本社具正面的助力。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Doson：：：： 
吳哥窟 2 年前去過 1 次，這次舊地

重遊，有一些不一樣的感受，一、老了，

體力差，以前爬得很愉快，這次爬得很

辛苦；二、吳哥窟是個很值得去的地方，

但前次去都可以用手觸摸石頭並感受溫

度，這次去看到的卻是因要保護古蹟及

遊客的安全，旁邊做了木梯，整個感覺

就失去了；三、以前台灣飛金邊，再由

金邊飛吳哥窟，而現在是台灣飛金邊，

金邊搭車 5-6小時抵達，因此可以更深入

民家、部落。他們是很辛苦的國家，因

為戰亂。此次旅程，團員們共同感觸是

要更珍惜現況。 
而當地唯一不變的是商業化的小

孩，2、3歲的小孩賣東西，2 年前還很

純樸，而現在會說我沒有錢讀書，給我

錢，聽了真得很辛酸。不知道是要給好

還是不給呢？而到另一個旅遊景點～洞

里薩湖，它是最大的內陸湖，而那裡的

小孩才藝表演－玩蛇，只為了錢很辛苦。 
我喜歡去吳哥窟，喜歡一個去，靜

靜的感受一切，回來自己更有衝勁，更

珍惜現況。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2012-13 年度交換學生吳音儒同學 

～介紹巴西 
2012-13 年度交換學生林育全同學 

～介紹比利時�    

 

 
社長授旗及佩戴紀念徽章�� 

 

 
PP Bernard 拍得 Doson 出國帶回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