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 
2012-2013 年度第四次社長年度第四次社長年度第四次社長年度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12年 12月 15日(星期六)下午 5時地點：大同餐廳 
值東：玉里社及地區副秘書陳正雄 D.V.S. Masa 
主席：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黃部聽 AG Cemsus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20人，請假  6  人，實際出席 14 人。           
二、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黃部聽A.G.Census致詞(略) 
三、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楊清基A.G.Cement致詞 (略) 
四、花蓮區地區副秘書長 陳正雄D.V.S. Masa致詞(略) 
五、報告事項: (略) 
六、討論提案：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花蓮一二分區各社聯合花蓮一二分區各社聯合花蓮一二分區各社聯合花蓮一二分區各社聯合辦理辦理辦理辦理-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3490地區地區地區地區全地區之服務計全地區之服務計全地區之服務計全地區之服務計

劃活動劃活動劃活動劃活動『『『『223兒童和平日兒童和平日兒童和平日兒童和平日』。』。』。』。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黃部聽 A.G. Census 
決  議：『223兒童和平日』全地區之服務計劃活動，花蓮一二分區擇
花蓮縣明義國小舉辦，由吉安社統籌辦理並請吉安社蔡志明PP LI-SHIN
即花蓮縣明義國小本屆家長會會長全力支持協助，花蓮一二分區各社配

合辦理，各社配合款新台幣柒仟伍佰元。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DSG)-聯合聯合聯合聯合社區服務案籌備事項社區服務案籌備事項社區服務案籌備事項社區服務案籌備事項，，，，請請請請

花蓮第二分區各社討論花蓮第二分區各社討論花蓮第二分區各社討論花蓮第二分區各社討論。。。。 
提案人：華東社社長李健生 P.Trip 
說  明：原鄉弱勢學童小農綠生活有機作物補助實施計畫。 
決  議：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DSG)-聯合社區服務案利用地區簡
易獎助金4萬元，二分區各社捐助3萬元，共計19萬元，本計劃案協辦
單位納入玉溪地區農會，計劃範圍加入玉里鎮地區小學的捐贈。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請請請請承辦社承辦社承辦社承辦社美侖山美侖山美侖山美侖山社社社社2012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聯聯聯聯

合運動會合運動會合運動會合運動會結算報告結算報告結算報告結算報告。。。。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黃部聽 A.G.Census 
說  明：詳如承辦社美侖山社-2012年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一、二分
區聯合運動會收支決算表、2012年度花蓮分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收
支決算表」。 
決  議：1.2012年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結餘款新
台幣壹仟伍佰叁拾玖元整，納入決議案一、『223兒童和平日』活動計劃
經費。2.請承辦社美侖山社於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提出運動會二手義賣

款項結算報告。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黃部聽 A.G.Census 
說  明：依 2012-2013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
由東南社及美侖山社值東，應於 102年 2月份召開。 
決  議：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預訂 2013年 2月 23日(六)下午 5:00、地
點:確定後再發文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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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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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50）－）－）－）－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Noodles 
～選舉 2012-13年度理監事、2013-14年度社長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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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863 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Sun 

 本週六、日將於花農舉辦花現花農蘭花大展，當天本社將舉辦幸
福畫開繪畫比賽，歡迎家中小扶輪喜歡畫畫踴躍報名參加，花蓮

的蘭花培育真得不輸別的地方。希望大家可以攜家帶眷一起來欣

賞蘭花，去參加都有一盆蘭花送給大家。 
 恭禧 12月 20日 Hegar夫日及 Paint夫人生日 
 上週一Telephone夫人生日，感謝各位社友一同前往為夫人慶生。 
 上週三下午內輪會活動，活動後社長及秘書帶蛋糕至社館幫Tom
夫人及 Noodles夫人慶生。 

 Lunch夫人目前還在住院但已漸漸康復，感謝各位社友的關心及
祝福，並祝福他早日康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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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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4 號號號號函函函函～函知 2012-13年
度中華扶輪獎學金甄選已於 2012年
11月 28日（三）下午 2：00依財團
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規定，由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公

開審查，本社推薦之碩士生：連珮

芸、林雨蓉；博士生：陳菟汶、徐鈺

騏，皆複審通過。 
� 第第第第 2012136 號號號號函函函函，函知關於 102年

2月 23日“兒童和平日”專案計劃修
正，原第 2012115號函函請各社社友
踴躍參加 102年 2月 23日“兒童和平
日”專案及參與服務經費募款。此活
動經考量及協商後調整及修正，但仍

保留原計劃之目的，修正內容如下： 
1. 請各分區自行於該分區擇一所國
民小學，於 102年 2月 23日兒童
和平日舉辦園遊會或座談會。 

2. 此次為本地區首次發動全地區之
服務計劃活動，請各社務必支持

並參與。 
3. 原已匯入地區辦公室帳戶之專案
贊助經費將逐一匯退。 

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 
� 新莊東區扶輪社來函「2012年度打
造身心障礙者友善城市-從復康巴士
的需求與普及看身障者社會參與研

討會暨國際扶輪 3490地區捐贈復康
巴士」敬邀各社社友踴躍參加。 
� 日期：12月 27日(四)下午 2:00  
� 地點：新北市政府 307會議室
舉行，會後並舉行捐贈儀式。 

� 吉安社來函，訂於民國101年12月19
日召開第33屆會員大會定期會議，時
間：下午6：30；會議地點：美侖大
飯店。 

� 新荷社來函，訂於101年12月27日

（四）下午6：30舉行第18屆第一次社
員大會暨第926次例會。地點：社館。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今的的貴賓張校長，18歲就來花蓮，
從事教育工作一輩子都在偏僻的學

校：秀林國小、西寶國小及崇德國小，

目前已退休，在蘭花協會擔任義工。 
 歡迎各位社友本週六、日，以輕鬆的心
情，帶著夫人及小扶輪到花蓮高農園藝

科走一走。 
 今天有打電話給 Lunch夫人，因為復原
狀況良好，預計於本週三出院。 

 歲末年終，感謝 Noodles及 Sun於本週
日晚上 6:30為各位社友準備精彩的聖
誕活動，並感謝圓頂咖啡吳老闆提供場

地，歡迎社友、夫人及小扶輪一起來享

受溫馨的時光，祝福大家今年能有圓圓

滿滿、幸幸福福的 END。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IPP Lunch：：：：這段時間因為夫人視網膜剝
離開刀住院治療，感謝各位社友及夫人的

關心，經醫生評估康復狀況，預計於本週

三出院，因此也不再麻煩各位，謝謝各位。 
Golf：：：：花蓮高爾夫球會長盃將於本月 28、
29日開打，獎品豐富，歡迎有打球的社友
踴躍報名參加。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時間時間時間時間：：：：Noodles 

～～～～蘭花協會蘭花協會蘭花協會蘭花協會    張明哲先生張明哲先生張明哲先生張明哲先生：本人奉派至西

寶國小擔任校長，因辦公桌放了一盆小小

的蘭花，因為這盆花開始找書來看及收集

蘭花栽種。 
地球上蘭科植物是第 3大植物，種類超過
3萬種，蘭花生長的條件，熱帶及亞熱帶
最多，很多探險家到人煙稀少的地方尋找

新的品種。全世界蘭花的命名是依英文，

英國皇家蘭藝協會已超過 100年的歷史，
那裡有很多生物學者在協助。因此若發現

新的品種蘭花，需將資料（照片及標本）

送至英國皇家蘭藝協會鑑定，發現的人可

以命名；如果有蘭花經授粉播種而產生

新的苗也需要送去登錄，至目前已登錄

已超過 2萬種。 
台灣蘭花產業的發展從光復說起，經過

多年來推廣，台灣蝴蝶蘭已站在世界高

峰，而蘭友很辛苦，到世界各地找尋蘭

花。根據美國報導至 2012年 6月份，台
灣賣到美國佔 70%且知名度愈來愈高，
每年 3月份在台南烏樹林會舉辦國際蘭
展，那裡蓋了蘭花的溫室，雖然這個活

動政府補貼幾千萬，但展期結束後會超

過的訂單踴入，因此對花友是很重要的

收入，喜歡蘭花的社友歡迎明年 3月到
場參觀。花蓮蘭藝協會 1年辦 2次的展
覽，這次特地與花蓮高農合辦，而我們

每個月第 1個星期六下午在秀朗蘭園做
蘭花欣賞，也歡迎大家。 

 
蘭花介紹 

 
致贈社旗感謝張明哲先生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社員人數 47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
Hegar、EN 

出席人數 26人  

補出席 7人 

Young、Camera、
AD、Ceiling、
Genius、Yochih、
Water 

缺席人數 11人 

Luke、Kuo chi、
ML、Sky、Hotel、
Hollywood、
George、Jeff、
Window、Ming、
Perry（記得補出
席） 

出席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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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700 元元元元 
 統一歡喜：社長$2,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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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地區扶輪隊獲獎之社友【PP 
Engine歡喜$100元、PP Ivan歡喜
$100元、Cab歡喜$200元、George
歡喜$100元】。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律師諮詢費律師諮詢費律師諮詢費律師諮詢費    

律師的狗沒有索鍊畢直的跑到肉店偷了

一塊烤肉。 
肉店主人走進律師的辦公室，問：“如果

一條沒帶索鍊的狗從我店裡偷了一塊

肉，我是否有權要求狗的主人賠償？” 
律師回答："當然。”"那麼你欠我 12.50
元。今天你的狗沒帶索鍊偷走了我店裡

的肉。”律師，不發一言，給他一張 12.50
元的支票。 
幾天後肉商收到一封律師信："律師諮詢

費 45元"。 

 
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活動預告：：：： 
12/31例會～因調整放假日休會 1次。 
1/7例會及女賓夕～假藍天麗池飯店
舉行，敬邀美麗夫人參與。 



第一組家庭爐邊會及聖誕平安夜第一組家庭爐邊會及聖誕平安夜第一組家庭爐邊會及聖誕平安夜第一組家庭爐邊會及聖誕平安夜    小扶輪才藝表演會小扶輪才藝表演會小扶輪才藝表演會小扶輪才藝表演會    

今年(民國一百零一年)已近尾聲，Elephant的社長任期也完成

了一半，在各位社友的大力支持、協助下，花蓮港區扶輪社有了些

許的變化，在別社社友一片讚美之詞下，社長及全體幹部仍將兢兢

業業。扶輪社名言：「進來學習 出去服務」，感謝大家給我這個機

會帶領大家一同來服務，把「扶輪是公益的先鋒」這個招牌打響、

擦亮。 
今年冬天比往年冷，合歡山很早就下雪了，感謝副秘書

Genius、聯誼 Sun、節目主委 Noodles的大力協助下，在新社友 Cafe
的圓頂咖啡館場地裡，跟社友、夫人及小扶輪一同分享了一個平安

夜前的平安夜，看著小扶輪表演的專注神情及在 PP Toein扮演的聖

誕老公公膝上，訴說來年希望及領取聖誕禮物的快樂、笑容，社長

頓時發現一切都值得了，在這個聖誕歌聲瀰漫著一片平安的夜晚，

躍辰和憶君祝福您全家「平安、喜樂」，願天上的神（無論祂的稱

謂），賜福給您全家！ 
您忠實的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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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    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畫畫畫畫))))開開開開    」」」」    

花蓮縣扶輪盃高中國中國小大繪畫比賽記實花蓮縣扶輪盃高中國中國小大繪畫比賽記實花蓮縣扶輪盃高中國中國小大繪畫比賽記實花蓮縣扶輪盃高中國中國小大繪畫比賽記實            

花蓮港區扶輪社為推動全民藝術涵養、深耕生活美學，特別配

合花蓮高農園藝科”優質教育計畫成果展”及花蓮縣蘭藝協會秋季

蘭展於 12月 22-23日舉辦「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 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畫畫畫畫)開開開開 」大型繪畫比

賽。 
在花蓮縣政府教育處陳玉明處長的大力支持下，花蓮港區扶輪

社一本「以服務促進和平以服務促進和平以服務促進和平以服務促進和平」之精神，在花蓮高農徐正鐘校長、園藝

科馬心沂主任盛情邀約下，舉辦此次繪畫比賽，活動在 12月 22-23
日（本週六、日）於花蓮高農園藝科花園熱烈展開。配合園藝科”
四百二十多種「熱情如火熱情如火熱情如火熱情如火」的玫瑰花展” 及 蘭藝協會「幽雅傳香幽雅傳香幽雅傳香幽雅傳香」

的各式各樣的蘭花，當日繪畫主題為「花花花花」，讓約五百位高中、國

中及國小參賽的同學，用自己的雙眼、雙手，描繪出每一個人心中，

屬於自己「獨一無二的花花花花」。 
為了鼓勵參賽同學，本社提供優厚的獎金及獎狀，花蓮港區扶

輪社社長江躍辰深感當前教育體制中美學教育發展之困難，受升學

壓力與現實文憑主義影響甚大。期盼藉由本次「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扶輪有愛 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幸福花

開開開開 」繪畫比賽活動，能為整日埋首於沉重書堆中的學子們，打開

一扇心靈美學之窗，在這紛擾忙碌的時代中，大家都可以由藝術修

養的沉澱，找到自己身心安頓的方法，如此詳和的世界將指日可待。 
社長感謝熱心的社友贊助支持及參與，本次花展活動內容除了有繪

畫比賽之外、花蓮高農的老師與同學們特別精心安排了蘭花與玫瑰

花園區導覽與解說、賞蝶解說及有趣的手工藝小型 DIY 等各式活

動，全體社友、夫人及小扶輪都享受了二天花卉的藝術饗宴，同時

也增加了許多種花蒔草的寶貴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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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豐裡社區表演老人合影 

    
於繪畫活動會場合影↑↓ 

    

    
參觀蘭展↑↓ 

    
    

    
與扶輪少團團員合影↓↑ 

 

 
交換學生參與繪畫比賽 

 
於評審會場合影 

 
評審中 

 
與高中組前三名作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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