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人今推薦 1位陳宏名先生，希望各位理事支持，陳先生目前
擔任電氣工會理事長，其職業是關於音響、舞台，公司在新港

街上。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PP Ivan：：：： 
 原預計 8月 11日晚上搭 11:00多的飛機前往捷克，當天於花蓮
搭下午 5:50飛機前往松山機場，松山機場跑道遭雷擊破了一個
大洞，飛機在上空盤旋經過了 1個多小時又返回花蓮，因此沒
有趕上飛機，將改為明天出發。 

 這次颱風我們和仁也是很嚴重，土石流把炸藥庫淹沒，怪手及
員工也協助找庫地人員，8月 11日終於找到屍體。提醒各位社
友水火無情，花蓮山邊不要住；對於颱風也不要掉以輕心。 

Eagle：：：： 
 感謝社長各位 PP、社友親臨我的開幕茶會，給我加油打氣。謝
謝多位社友幫我登報祝賀及收到很特別的禮物。 

PP Six：：：： 
 花蓮地區扶輪隊訂於本週日 12:30報到；下午 1:00開球，副隊
長 PP Book一桿進洞每位$1000元祝賀金，當天副隊長於伊達
斯餐廳請客。 

IPP Lunch：：：： 
 RI社長獎的榮耀是屬於花蓮港區扶輪社，感謝各位過去一年的
支持。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Eagle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24人  

補出席 6人 Young、Camera、Mark、AD、Afuku、
Hollywood 

請假(美國) 1人 Leo 

缺席人數 10人 Luke、Civil、House、Ceiling、Kuo chi、
Sky、Paint、Golf、Jeff、Tom 

出席率 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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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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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各$1,200元；
秘書$1,000元；出席、未出席社友各$500元(含社裡補出席)；其他
社補出席各$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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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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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我介紹～2012-13 年度 RYE Outbound 學生 德國林加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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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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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旅遊圓滿成功，感謝參與的社友、夫人及寶眷，本次活動具
知性、感性及野性。對此活動具很深的體驗：1.巧克力共和國就
像在印鈔票，參觀的人絡繹不絕，進去光光車子就要 30分鐘，
巧克力工廠的前身是七七乳加巧克力工廠，是他女兒國外回來的

idea；2.大溪老街，文化資產也有錢。並期望下有這樣的聯誼活
動社友們繼續支持。 

 今天是 Ceiling夫人生日，祝他生日快樂。 
 Eagle上星期五開幕，感謝當天參與的社友及夫人。 
 Art岳父告別式訂於 9月 2日，請社友將時間撥出，一同前往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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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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son～～～～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扶輪座右銘扶輪座右銘扶輪座右銘扶輪座右銘 
國際扶輪的第一則扶輪座右銘「服務

最佳的人受益最多」，是在 1911 年美國

奧勒岡州波特蘭舉辦的第二屆扶輪年會

獲得通過。這句話出自 1910 年芝加哥扶

輪社友亞特.薛爾頓，他原來是說「服務

社友最佳的人受益最多」。大約在相同時

間，美國明尼蘇達州的明尼阿波利斯扶輪

社社長班.柯林斯也說，組織扶輪社的正

確之道，便是經由他的扶輪社所採取的原

則：服務而非自我。 
這兩句口號稍為修飾之後，便成為

1950 年底特律年會通過的扶輪正式的座

右銘：「服務最佳的人受益最多」及「超

我服務」。1989 年立法會議訂立「超我超我超我超我服服服服

務務務務」為扶輪首要座右銘，因為它最能說明

扶輪無私的志願服務哲學。到了 2004 
年，第一則座右銘被修改為「服務最佳者服務最佳者服務最佳者服務最佳者

受益最多受益最多受益最多受益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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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80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函知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12 年度地區基金結

餘新台幣$16,194 元整移交 2012-13
年度地區辦公室管理委員會。 

 第第第第 2012083號號號號函函函函～轉送財團法人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12-13年度中華

扶輪獎學金申請簡章及相關資料，請

各社踴躍提出申請，推薦所在地區之

在學優秀研究生。 
 關於蘇拉風災對於秀林地區受影

響學校學生，這之經費需要 28
萬，希望花蓮地區各社捐助各

$30,000 元。  
各社各社各社各社來函來函來函來函～～～～  

 花蓮中區扶輪社前社長李瑞賓 Freezer
父親李碧龍老先生往生，謹擇於 101
年 8 月 15 日(三)下午 2:00 舉行告別

式，奠禮會場:宜蘭縣員山福園。 
 吉安社來函，因蘇拉颱風因素，原訂8月2

日總監公式訪問延期至9月12日(三)舉行。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感謝在聯誼Sun及節目Noodles安排及

執行的社友 Sky 下非常的盡心，讓夏

季旅遊非常精彩，感謝社友、夫人及寶

眷一同分享這快樂的時光，及謝謝沒辦

法參加社友的祝福。 

 恭禧 IPP Lunch 獲 RI 社長獎。 

 RYE 的小扶輪已平安抵達巴西，感謝

當天到車站送行的社友及夫人。 

 原訂本週日要舉辦釣魚活動，因為颱風

關係可能做延期的考量。 

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PP Engine 
 本人因擔任 RYLA 委員，每社贊助＄

20,000 元，可推薦 4位參加，往年都在

五星級飯店，今年將改為露營方式，本

社擔任報到組（發函、統計人數、簽到

簿及引導貴賓等） 
 感謝社長率社友及夫人到車站送女兒

前往巴西。目前已安全抵達，但還是讓

我擔心一天一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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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已開始推薦，期限

於 8 月 15 日至 9 月 30 日。目前 PP 
Bernard 及社長欲冠名捐獻。在中華扶

輪獎學金捐獻本社不只在花蓮地區屬

於領導性，於 3490 地區也很突出，今

年希望各位社友共同參與捐獻，可累積

至未來使用，會利用１次例會募款，屆

時再請各位社友支持。 
 關於保羅哈里斯的捐獻還是要經過理

監事討論，大家都有很熱忱的心要支持

Young總監。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PP Toein 

 原預訂於星期天於東堤釣魚活動「愛心

有魚」，依氣象預報颱風會接近台灣，

因為活動的前置作業，必須馬上決定是

否取消，如果要延可能要到 10 月以

後，因此先決定計畫取消。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社長與PP Jason探視前社長Dozer夫人並致贈秋
節禮品 

 
恭禧 8月 10日 Eagle社友開設第一房屋，社長、
社友及花農原舞扶少團到場祝賀 

 
社長及社友們歡迎由德國遠道而來的交換學生
林加佳同學 

 

「送愛到和平災區」總監 Young致贈捐款 

 
副縣長及學童們回贈感謝狀 

 
社長、秘書及聯誼與災區校長及學童合影 

 
社長獲頒感謝狀 

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Yo chih 
 對 Eagle很抱歉，因忙於開救災會

議，開幕當天沒有前往。目前災區

200 多個人住在和平國小，預計安置

和平碧潭發電廠的員工宿舍，目前正

在將房間打通為家庭可居住的格

局，具生活機能及設施，預計於 8
月 16-18 日前安置，颱風當天不管縣

政府及中央都無法進入，最後是利用

鐵路和平修理機車頭將老弱婦孺；年

輕人則沿著鐵路走至安置地方，整個

救災活動感謝很多默默英雄。統計此

次颱風造成 125處坍方，目前已清理

完畢，復建工程會陸續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