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口腔篩檢巡迴車口腔篩檢巡迴車口腔篩檢巡迴車口腔篩檢巡迴車計畫計畫計畫計畫～～～～花蓮中區扶輪社花蓮中區扶輪社花蓮中區扶輪社花蓮中區扶輪社 PP Dentist：：：：  
很榮幸受邀來演講關於＂口腔篩檢巡迴車計畫，我們社因為今年

是 30週年，希望做一些大一點的計畫，這個計畫在去年 12月份
就開始籌劃，也與韓國姐妹社分享這個計畫。其構想是因為現在

台灣死亡率最高是癌症，而口腔癌死亡一年增加 3000人，很多都
是年輕不超過 50歲的家庭支柱。在花東地區口腔癌居全省的 1、2
名；而目前口腔黏膜篩檢成效不錯，因此想要推動巡迴車的計畫，

深入花蓮各地區。關於受贈單位也已溝通，牙醫師全聯會及疾病

管治局，目前已開始進行演講的方式推廣。關於計畫內容：目前

規劃購置 1台巡迴車，大概 3.5噸的廂型車，含設備齊全，經費預
計$1,500,000元，我們運用的 DDF經費是地區總監與韓國地區的
交換基金，其他費用需要母社港區社及子社華東社支持，不足的

部份我們社會自行承擔。今年總監是我們花蓮港區社，我們也希

望為地區盡一些力量。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Hotel：：：： 
 女兒文定於 16日中午在福容飯店，上午 10:30有個下聘的儀
式，完全依照古禮，歡迎社友有時間到寒舍觀禮。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Paul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22人  

大陸 7人 
Jason、Cab、Ivan、Lunch、Kuo chi、Sky、
Noodles 

補出席 5人 Young、Camera、Toein、Genius、ML 

缺席人數 7人 
Luke、Civil、House、George、Eric、Golf、
Jeff 

出席率 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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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00 元元元元【【【【IOU$22,800 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600 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統一糾察統一糾察統一糾察統一糾察：：：：社長$1,500元（含買時間）；副社長、地區總監各$1,000
元；秘書$800元；社友各$500元（含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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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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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界人生 光明恆生～ 施易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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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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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L 夫人生日快樂，永遠青春美麗。 
 今天是 Hollywood與夫人結婚 24週年紀念，祝永浴愛河、子孫
滿堂。 

 恭禧 Hotel 9月 16日女兒文定，希望大家一同前往福容大飯店
祝賀。 

 9月 15將於鯉魚潭舉行世界清潔日活動，當天除了清掃外，另
準備腳踏車及請大家喝咖啡，希望大家全家一起來參加。 

 東方高爾夫球隊隊長 Cab 及總幹事 PP Jason率本社 PP Ivan、IPP 
Lunch、Kuo chi及 Noodles到上海打球，祝他們旅途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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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賴兆炫先生貴賓賴兆炫先生貴賓賴兆炫先生貴賓賴兆炫先生～～～～我住在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目前從事有機
米產業，銀川品牌行銷，總監林慶明先生是我的學長，才有這個

機緣來到扶輪社，扶輪社在學習層面是很積極，希望藉由這個社

團多參與學習，及向各位先進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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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99 號號號號函函函函～～～～敬請各社社友踴

躍認捐保羅.哈里斯之友(PHF)、永久
基金(BNF)及巨額捐獻(Major 
Donor)。敬請各社多多利用統一寄送
之服務【第一次寄出日期：2012年 11
月 30日；第二次寄出日期：2013年 3
月 31日】。 

 第第第第 2012099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台灣七地區歡迎

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訪台歡迎晚宴 
1. 晚宴時間 : 2012年 11月 22日

(四)17:30-18:00註冊與聯誼 / 
18:00-21:30晚宴 

2. 晚宴地點 : 台北市王朝大酒店 
3. 註冊費：$1,800元 (本年度新產生
之巨額捐獻者/阿奇可蘭夫協會會
員出席之費用由總監負擔，以示獎

勵)。並請於 2012年 10月 1日前向
地區辦公室報名。 

4. 參加人員：2012-13年度新的巨額捐
獻人(本年度已捐款或承諾捐款
US$10,000及累積捐款達美金一萬
元皆可算入)及阿奇可蘭夫協會新
會員(已捐款或承諾捐款者皆算)並
歡迎各社社長伉儷、巨額捐獻人伉

儷、阿奇可蘭夫會員伉儷、社友。 
 第第第第 2012101 號函號函號函號函～2012-13年度地區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請各
社推薦優秀青年。 

1. 時間：2012年 11月 24~25日(六~日) 
2. 地點：花蓮鯉魚潭國際露營區 
3. 參加對象：18-30歲優秀青年。 
4. 參加人數：學員名額共約 284人，每
社得推薦 4位優秀青年。各社社長及
社友參加，名額 70名，每人$5,000元。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歡迎賴先生及夫人到參與本社例會。 

 星期六清潔日活動希望各位社友、夫
人及寶眷共同參與，於風光明媚的鯉

魚潭享受芬多精，騎騎腳踏車、做些

環保的活動。 
 星期日 Hotel有大喜事，請大家一起
前往沾沾喜氣並給予最大祝福。 

 中區社的計畫本人覺得非常好，雖然
還有一些構思上的問題，懇求各位社

友給予行動上最大的支持。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中區社 PP Dentist分享口腔篩檢巡迴車計畫 

 
貴賓賴兆炫先生自我介紹 

 

PP EN請吃紅魽 生魚片 
第二次家庭懇談會圓滿成功賓主盡歡↓↑ 

 

 
清潔日副社長向服務計畫主委報告清潔狀況 

 
9 月 15 日清潔日合影↑↓ 

 

 
9 月 17 日送月餅老人之家並合影 

 
社友、夫人與施易男先生合影↓↑ 

 

 
PP Engine帶給老人的娛性節目－薩斯風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