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誼聯誼聯誼聯誼時間時間時間時間：：：：Sun 

 歡迎今天來訪的貴賓及見習社友。 
 恭禧 Reg 新居落成及感謝當天前往恭賀的社友及夫人。 
 歡迎 Hollywood 平安歸國。 
 10 月 11 日社長將率一行人前往日本參加姐妹社授證 35 週年慶
典，祝他們一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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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1 號號號號函函函函～本地區為恭賀 PRIVP Gary 當選 2014-15 年度

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特舉辦晚宴慶祝，並邀請 PRIVP Gary 闡述其

當選 RI 社長提名人對台灣的意義及他擔任 RI 社長時的願景及期

望與社員人數成長等理想。 
1. 晚宴時間 : 2012 年 11 月 06 日(二)晚上 
2. 晚宴地點 : 台北國際會議中心 
3. 敬請鼓勵社友踴躍參加，每社 10 名。註冊費 NT$1,000。 
花蓮各社花蓮各社花蓮各社花蓮各社來函來函來函來函  

 花蓮地區總監盃高爾夫聯誼賽訂於 101 年 11 月 4 日(日)舉行，

中午 11：30 報到，12:00 開球，採新新貝利亞制。 
 吉安社及華東社來函，原 10 月 10 日適逢雙十節國定假日休會

乙次。請要補出席的社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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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人  
補出席 2 人 Bernard、Toein 

缺席人數 6 人 
Luke、Civil 、House、Ceiling、Hotel、
Geor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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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00 元元元元【【【【IOU$21,900 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7,000 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總監團隊現金$5,000 元；助理總監 Census 及地區副秘書 Masa

各現金$1,000 元； 
2. Hollywood$1,000 元； 
3. 統一糾察：社長$1,500 元；副社長$1,200 元；秘書$1,000 元；

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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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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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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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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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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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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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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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1853 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 

社長致歡迎詞社長致歡迎詞社長致歡迎詞社長致歡迎詞：：：：Elephant 

歡迎 Young總監終於回到社裡，我
會站在這裡要感謝很多人的支持，但最要

感謝 DG Young，如果沒有 DG Young的
三顧茅蘆，邀請我務必接總監社社長一

職，我就不會站在這裡致詞，原自己的人

生規劃要往文化藝術發展。 
在接任社長之前，就在想要如何當港

區社社長？如何推展社務？如何使花蓮

港區社更強？及讓社友滿意我的服務？

希望我這些日子來的表現沒有讓前輩漏

氣。可能是小時候三國演義看太多了，我

常常覺得身邊的人看起有古代王朝人

物，同心協力打拼的一幕。感謝大家的支

持，扶輪的事務是要靠大家，謝謝！ 

總監致詞總監致詞總監致詞總監致詞：：：：DG Young 

 今天很高興回到社裡，港區社是一個
體質非常好的社，我當總監最擔心是

我們的社，因為你們要當我的後援。

因此特別挑選 Elephant社長請他一定
要來接社長的職務，也感謝他排除萬

難接受我的託付。因為他是一個很認

真的人，我訪問那麼多社很少像

Elephant社長一樣上任前就計畫好，
並有秩序的完成。擔任社長是一個人

生裡的自我挑戰，往後也要一棒接一

棒，36年來雖然經過很多波折，可是
我們還是安然度過，全靠大家的支

持，大家有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港

區社的招牌發光發亮，這是大家的責

任，在地區訪問經過 3個月，本要規
劃是要以港區社最後 END，因為遇到
颱風而延後整個行程，目前還有 4個
社尚未前往。我對港區的關心無庸致

疑，但因為地區的資源有限，需要分

配給 71個社，很多活動都必須自挑腰
包，請社長體諒。最後對社長表示感

激及各位社友致歉，有空會儘量來參

加社的例會。 

輕 鬆 一 下輕 鬆 一 下輕 鬆 一 下輕 鬆 一 下 ～～～～ 宇 多 田宇 多 田宇 多 田宇 多 田  

老婆：老公你知不知道日本的宇多田，

她好有名喔！ 

老公：神經病，我又沒去過日本喝過雨

水，我怎麼會知道日本的雨有多甜？” 

老婆：$ #$%*........ 

～～～～總監公式訪問翦影總監公式訪問翦影總監公式訪問翦影總監公式訪問翦影～～～～ 

 
社長、社長當選人及秘書面談 

 
社務行政會議 

 
社長致歡迎詞 

 
總監致詞暨專題演講 

 
總監與本年度交換學生合影 

 
頒發地區委員當選證書�� 

 

 
頒發地區委員當選證書�� 

 

 
永浴愛河 

 
生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