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代代代代理理理理 Jeff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24人  
大陸 1人 Civil 

補出席 10人 Young、Leo、Camera、Engine、Cab、Mark、
AD、Kuo chi、Yo chih、Eagle 

缺席人數 6人 Luke、House、Ceiling、Hotel、Hollywood、
T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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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100 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PP Bernard$10,000元；Genius、George及 Golf各$1,000元；
統一糾察：社長$1,500元（含買時間）；副社長$1,000元；秘書
$800元；出席社友各$300元；未出席社友各$500元。 

地區委員會職務一覽地區委員會職務一覽地區委員會職務一覽地區委員會職務一覽    

蕭崎昌 PP Bernard 地區年會委員會主委   
高炎海 PP Morinaga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副主委 
林清標 PP Aoba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副主委 
戴啟邗 PP Hegar 地區投票代表資格審查委員會副主委 
黃仁宏 PP Telephone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委員會主委 
陳勝德 PP EN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副主委 
劉悟民 PP Leo 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張志賢 PP Camera 地區秘書 
陳慶木 PP Six 地區扶輪寶眷委員會副主委、地區年會高

爾夫球聯誼委員會總幹事 
林聖元 PP Toein 跨地區活動 3490地區委員會副主委 
吳開陽 PP Engine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副主委、地區扶輪青

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委員、地區年會高爾夫
球聯誼委員會副總幹事 

黃安宏 PP Jason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副主委 
蕭毅群 PP Ivan 地區財務、地區年會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

主委 
IPP Lunch 地區擴展委員會副主委 
Afuku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 (RYE) 委員 
余國基 Kuo- Chi 地區總務 
林有志 Yo- Chih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林進鉎 Civil 地區年會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副主委 
余雲貴 Golf 地區年會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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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地區總監公式訪問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第第第第 185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節目主委：Noodles 

 
一、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頒     
二、聯誼時間：Sun 

1. 介紹來賓 
2. 唱歡迎區總監歌 
3. 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  

三、社長致歡迎詞：Elephant              
四、請助理總監介紹地區總監：AG Census                
五、地區總監 Young 致詞暨專題演講                
七、地區總監 Young 頒發地區委員聘書 
八、聯誼報告－Sun 
九、秘書報告－Mark 
十、出席報告－Paint 
十一、歡喜時間－PP Six 
十二、社長鳴鐘散會 

��永浴愛河�� 

☆PP Young伉儷 ～72/10/25 ☆Water伉儷～82/10/30 

☆Jeff伉儷～93/10/9  

��生日快樂�� 
◎ PP EN夫人～10/4 ◎ Elephant夫人～10/4 
◎ PP Engine夫人～10/10 ◎ George～10/15 
◎ Luke夫人～10/16 ◎ PP Aoba～10/19 
◎ Eric～10/19 ◎ PP Jason～10/22 
◎ PP Telephone～10/23 ◎ AD夫人～10/25 
◎ PP Camera～10/27 ◎ PP Leo夫人～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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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3490地區總監地區總監地區總監地區總監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林慶明林慶明林慶明林慶明 
D.G. Young 
花蓮港區社花蓮港區社花蓮港區社花蓮港區社 
 
 

職業分類：石材加工   
入社日期：1983 年 11 月 14 日     
服務機構：保德大理石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正全大理石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宏眾國際有限公司       
職    稱：董事長   學    歷：中興大學 
夫人姓名夫人姓名夫人姓名夫人姓名：：：：賴美娟女士賴美娟女士賴美娟女士賴美娟女士 
花蓮港區社經歷花蓮港區社經歷花蓮港區社經歷花蓮港區社經歷：：：：    

1987－88  消除小兒麻痺主委、國際服務委 
     員、國際青年計畫委員 
1988－89  社員發展主委、環境改善委員、 
     姐妹社委員會委員 
1989－90  節目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1990－91  職業服務理事、節目委員、理事 
1991－92  秘書、理事 
1992－93  扶輪基金主委、聯誼委員、理事 
1993－94  扶輪雜誌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1994－95  社長當選人、社務服務委員會主 
     委、世界社會服務委員、理事 
1995－96  社長 
1996－97  扶輪基金兼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主 
     委、國際青少年計畫委員、理事 
1997－98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國際青少 
     年計劃主委、理事 
1998－99  兄弟社聯誼主委、姐妹社主委 
2000－01  糾察主委、姐妹社主委、新社員 
     輔導主委 
2001－02  國際服務主委、社員關係主委、 
     理事 
2002－03  國際服務副主委、理事 
2004－05  職業認識主委 
2005－06  社區服務主委、社員擴展主委、 
     理事 
2006－07  公共關係委員主委、國際服務主 
     委、理事 
2007－08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理事 
2008－09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社區    
     服務主委、理事 
2009－10  扶輪社公共關係委員會主 
     委、理事 

2010－11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1－12  公共關係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 
1998－99  區總監代表 
2001－02  地區副秘書長 
2002－03  國際扶輪休閒及職業聯誼委 
     員會主委 
2005－06  地區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2006－07  地區主講人講習會籌備委員    
     會主委 
2007－08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8－09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9－10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委員 
2010－11  總監提名人、YEP 危機處理 
     小組副召集人 
2011－12 總監當選人、危機處理小組召
集人主委、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主委 
獎章獎章獎章獎章：：：：    

1989－90 獲保羅哈理斯之友獎 
2001－02  獲扶輪服務貢獻獎 
2006－07  獲永久基金捐獻人 
2006－07、2008－09及2009－10捐獻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冠名獎學 
          金，於基金會累積捐獻金額 
          達新台幣756,000元。 
2011－12  巨額捐獻人  

第第第第 1852 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 

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時時時時間間間間：：：：Sun 
 9 月 29 日中秋聯歡晚會暨慶祝 PP 
Bernard80 大壽，活動圓滿成功，感謝
參與的社友及夫人。 

 恭禧地區扶輪隊隊長盃高爾夫球賽，
社友 Eagle 冠軍；Golf 亞軍；PP Leo
第三名；Cab 第五名；GeniusBB 獎。 

 今天才是 PP Bernard 的生日，祝生日
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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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Genius 

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 
 美侖山社來函，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2~13 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大
會，請 各社提早準備，說明： 
1. 每位社友＄700 元，請於 10 月

16 日前註冊。 

2. 開幕典禮介紹各社出場至司令
台間，請各社準備隊呼，列入精
神總錦標評分。 

3. 二手義賣每社壹萬元以上，所得
轉交總監團隊，專款專用，進行
服務工作，各社義賣品項請於
10 月 16 日前回覆承辦社。 

4. 運動大會聯歡晚會才藝表演及
桌數，請於 10 月 16 日前回覆。 

5. 運動會攝影比賽，含團體、社
友、友社照片 15 張，請於 11 月
20 日前繳交承辦社。 

 美侖山社來函，2012-13 年度聯合運
動會因預算收入有限，為達收支平
衡，運動會秩序冊及攝影冊內頁開放
廣告提供給各社社友刊登廣告，懇請
踴躍共襄盛舉。費用： 
1. 秩序冊：每則(半頁)3000 元。 
2. 攝影冊 500 本（贈花蓮分區各社友

及 3490 地區各社社長、秘書）：每
則(半頁)4000 元。 

3. 同時刊登(秩序冊、攝影冊) -每則
(半頁)特價 5000 元。 

 新荷社來函，原101年10月4日第914
次例會，因地區總監林慶明賢伉儷一
行公式訪問，變更例會時間至下午
6:10，地點：藍天麗池飯店。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感謝 PP EN 及夫人於 9 月 29 日晚上
提供舒適的房間，讓當天住宿的社友
及夫人、小扶輪享受了一個愉快的早
晨（餵魚、騎腳踏車等）。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PP Jason：：：： 
 關於社裡目前的財務狀況，因代墊款
太多，以至於現金不足，爾後請大家
配合，如果有旅遊活動，自己應付的
款項請自行繳清，儘量不要透過社裡
做帳統一請款，這樣會造成社裡現金
週轉不足。 

 從社長上任已滿 3個月，社長很認真
積極尋找新社友，總監也希望我們可
以成長 10 位，但截至目前理監通過 5
位，見習的狀況並不理想。請推薦的

人一定要請社員主委、社長及熟悉的
PP 前往拜訪，說明何謂扶輪及參加
扶輪社的權利與義務。並呼籲出席主
委多關心沒有出席的社友。 

 台中港區社有與我與連繫，關於三港
聯合例會高爾夫球賽訂於 11 月 3-4
日，先向有打球的社友預告，並請高
爾夫球主委安排行程。 

IPP Lunch：：：： 
 11 月 24-25 日將於鯉魚潭露營區舉
辦 RYLA 活動，今年比較有創意採
露營方式，希望本社今年可以推足 4
位，如果超過名額，增加經費由我贊
助，請社友鼓勵家中適合小扶輪、朋
友或員工參加。    

PP Bernard：：：：    
 感謝 9 月 29 日社長與社友來參加我
的生日，其實今天才是我正式的生
日，以前生出來要經過 1個月左右才
會申報。也感謝社長送的聚寶盆及多
位社友的禮物，今天 IOU$10,000 元。 

Reg：：：： 
 隆重的邀請各位社友於本週日一起
到自宅分享我們的喜悅。 

Eric：：：： 
 原藍天麗池的停車場是租賃，每個月
要 20幾萬，地主現在又要漲價。因
此目前先不租，請各位社友停到東洋
廣場的內部停車場，有任何不方便、
不週到的地方請各位見諒。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時間時間時間時間：：：：Noodles 

社友Paul及Doson～時價登錄對不動產
市場之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