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Jeff  

社員人數 47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0人  
補出席 5人 Young、Camera、Afuku、Yochih、Tom 

大陸 2人 Leo、Lunch 

缺席人數 7人 
Luke、ML、Sky、Hotel、Paint、Golf、Window
（記得補出席） 

出席率 84.1％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George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25,500 元元元元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副社長（恭禧當選理事長）$3,000
元；秘書$800元；出席及未出席社友各$500元。 

2013年年會年年會年年會年年會-里斯本紀念品里斯本紀念品里斯本紀念品里斯本紀念品 

愛購物血拼的人都愛葡萄牙里斯本，6日23-26日來此出席2013
年國際扶輪年會的扶輪社員將會發現這座城市的每個區域都各自

有其獨特魅力。 
自由大道---這裡是里斯本版的香榭麗舍大道，集結各大精品

店，包括 ARMANI、Burberry、Gucci及 Prada。 
奇爾朵區---在這個時髦的區域，Zara和 Nike這樣的零售商店

和世界最古老的書店「伯特朗書店」及該市最迷你的商店「尤里西

斯手套店」（以訂製手套著名）比鄰而居。來這裡可以找找傳統的

伴手禮包括刺繡的亞麻製品、當地種植的軟木塞產品以及陶器。上

頭繪製色彩鮮豔的公雞的陶片據說會帶來好運。 
拜莎區---葡萄牙最划算的商品是黃金，因為該國法律規定珠寶

商所販售的金飾必須至少有 19.2K。大型金飾店要住市中心到 Rua 

Aurea（意為黃金街）。 

皇家王子區---曾經破敗的皇家王子區現在正日漸蓬勃。在理

工學院街及伯多祿五世街古董店林立。集結藝廊、古董店和餐廳於

一身的「無限創意」正是這個地區新活力的代表。 

河濱市場---這個大型的農夫市集以新鮮的魚貨、農產品和鮮

花吸引買家。往樓上走有餐廳和可以買些傳統手工藝品的文化中心 
～截錄至扶輪月刊 2013年 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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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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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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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讀四大宣讀四大宣讀四大宣讀四大考驗考驗考驗考驗 
B. 頒發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結婚週年禮金 
C. 頒發生日禮金頒發生日禮金頒發生日禮金頒發生日禮金 
D.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RYE交換學生助學金交換學生助學金交換學生助學金交換學生助學金 
E. 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Sun 

2.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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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 
4.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5.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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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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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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０ 二年 

一 月 七 日 

第  26 期 歡迎生力軍～吳享達 Cafe 
服務機構：圓頂咖啡館負責人  

通訊處：花蓮市林森路 207號    生日：58/11/9 

連絡電話：03-8321543，0963-381858 

推薦人：黃安宏 Jason 

歡迎生力軍～賴兆炫 Rice 
服務機構：銀川永續農場班長  

通訊處：花蓮縣富里鄉富里村和平街 122號    生日：53/3/11 

連絡電話：03-8831232，0928-188905 

推薦人：吳忠友 Hollywood 

♥♥白頭偕老♥♥♥ 
PP Morinaga☆ 伉儷～50/1/21 
PP Jason☆ 伉儷～83/1/16 
Art☆ 伉儷～66/1/22   
PP Ivan ☆ 伉儷～83/1/16 
Kuo chi ☆ 伉儷～82/1/13 
Eagle ☆ 伉儷～100/1/15 

♪♫生日快樂♪♫ 
Willy◎ 夫人～1/4  
Afuku◎ ～1/7  
 Sun◎ ～1/20 



第第第第 1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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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 12/24是溫馨的平安夜，祝大家

平安喜樂。 
 今天 12/24是 Art 夫人生日，會後請

大家一起前往小林眼鏡中山店為夫

人慶生。 
 昨晚社長主辦聖誕夜活動暨家庭懇

談會，感謝各位的參加，及小扶輪、

Cab社當及 PP Six薩斯風、交換學生

林加佳熱歌勁舞表演，尤其 PP Toein
的聖誕老公公更是受到大家熱烈的

歡迎。更感謝社長支付當天的餐費及

禮物費用。 
 IPP Lunch與PP Leo都到大陸考察業

務，祝他們一路順風、財源廣進。 
 上週六、日本社主辦花蓮縣有史第一

次的高中、國中及國小的繪畫及寫生

比賽，感謝各位社友、夫人及小扶輪

熱情參與，前往會場的社友，社長特

別感謝送蘭花一盆。 
 冬天天氣冷，很多社友在此時此刻得

到一輩子溫暖的伴，恭禧今天 12/24
結婚週年的 Hotel（30週年）、George
（1週年）及 Reg明天（19週年），

祝永浴愛河、白頭偕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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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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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爐邊會～故名思義是社友、夫人及

小扶輪一起閒聊，主題不外乎教育等。由

組長召集組員參與，而社長、秘書及家庭

主委為必要成員，除了組員外可邀請新社

友參與，並於例會報告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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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7號函～感謝各社熱烈參與

今年 12月 15日一日志工暨聖誕晚會活

動，因眾多社友希望共襄盛舉來購買愛

心潮 T，RYE委員會遂決定自即日起開

放社友與寶眷訂購，每件潮 T 義賣價為

新台幣三百元，所得款項在扣除相關成

本之後將全數捐贈財團法人天主教關

懷失智老人基金會，開放訂購時間從即

日起至 12月 28日。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 

 謹訂於 2013年元月 12日(六)下午 1:30
～5:00假台中市私立明德女中文萃廳

舉行創立 37週年暨 2012-13年度獎學

金頒獎典禮，恭請光臨指導。請各社於

12月 31日前完成報名。 
各社各社各社各社來函來函來函來函 

 花蓮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DSG)聯合社

區服務案/優秀原鄉弱勢學童小農綠生

活有機作物補助捐贈，時間：102年 1
月 9日(三)下午 2:00 ；地點：中華國小。

請各社社長、秘書及社友於下午 1:30
報到。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感謝各位大力的支持，1週內 2 次重大

活動順利的完成～花現花農以花卉為

主題的繪畫比賽；及在節目主委

Noodles、聯誼主委 Sun及秘書 Mark精
心策劃下，第 1次家庭懇談會熱熱鬧鬧

的舉行。 
 吉安社 PP Land有 1 位推薦人選，因例

會時間的關係有意引薦至本社，是外交

部東部辦事處陳忠處長。深深體會在扶

輪社的相互支援。並希望社友對任何 1
位社長都能互挺到底。 

扶輪基金會主委扶輪基金會主委扶輪基金會主委扶輪基金會主委：：：：PP Telephone：：：：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明年 1月

12日將舉行慶祝 37週年暨獎學金頒

贈典禮，今年全省 136位碩士生；博

士生 49位，3490地區博士生 9位；

碩士生 23位，其中港區社 4位（2 位

博士生；2位碩士生），本社今年的

捐獻也達 500萬，將規劃利用 1次例

會 IOU，希望大家共襄盛舉，一起享

受 500萬的歡樂。 
 扶輪基金會阿奇.柯藍夫捐贈至少 25
萬美元，本人玉照、生平以影片便會

展示在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敦國際扶

輪世界總部的阿奇.柯藍夫互動展覽
廳中。今年全世界新增 40位阿奇.柯
藍夫會員，台灣佔 6位。 

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主委主委主委主委：：：：PP Toein：：：： 
 預計於 1 月 20日舉辦釣魚比賽，魚穫

將捐贈弱勢團體，希望各位社友多多

支持。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Hollywood：：：： 
本人將接任花蓮縣公益聯盟理事長，歡

迎一起來做善事。若鄰居、親戚朋友實

際有困難需要幫忙，歡迎與我連繫，我

的做法除了捐棺會再捐助現金。交接典

禮訂於 12月 29下午 5:00，邀請各位社

友一起來參與。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社長感謝服務計畫主委辛勞 

 
社長致贈蘭花感謝參與花現花農活動之社友 

 
恭賀 Hollywood 當選花蓮社會公益聯盟理事長 

 
探視 PP Morinaga 

分享分享分享分享～～～～扶輪之友公益電子報創刊號誕生扶輪之友公益電子報創刊號誕生扶輪之友公益電子報創刊號誕生扶輪之友公益電子報創刊號誕生    

誕生於 2013年 1月 4日(一生一世)，那意
謂著扶輪對社福團體及弱勢族群的關懷和

愛，也是一生一世，永不改變。扶輪之友

公益電子報網址

http://www.17rotary.org/edm/index.html 
發行單位：國際扶輪 3490地區新莊南區扶

輪社、3490地區網路扶輪社 

家庭懇談會(Informal Meeting)原稱為爐

邊會談(Fireside Meeting)，1989年以後

改稱為 Informal Meeting(家庭懇談會)。
“爐邊會談”顧名思義明白指出社友散座

壁爐旁邊，天南地北、古今中外無所不

談，而藉短時間的聚會促進知識交流，

增加認知深度，培養真誠友誼。因為亞

熱帶的台灣很少看到使用壁爐，也因此

取其精神在社友住家輪流主辦舉行，並

取名為家庭懇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