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社員人數 49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7人  
補出席 4人 Young、Camera、Lunch、Doson 

缺席人數 5人 
Luke、ML、Sky、Golf、Ming（記得補出
席哦！） 

出席率 8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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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700 元元元元  
備註： 

 PP Bernard$20,000元(專款專用-花開花農繪畫比賽)；PP 
Camera$3,500元；PP Toein、PP Jason、Noodles各$1,800元（歡
喜買新車）；PP Engine$1,000元（歡喜會長盃高爾夫球賽乙組
冠軍） 

 Kuo chi、Hollywood$1,000元（糾察出國未帶禮物） 
 統一歡喜【社長$1,500元；副社長$1,200元；秘書$1,000元；
出席社友$500元；未出席社友各$600元】。 

～～～～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翦影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翦影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翦影中華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翦影～～～～ 

  
1月 12日與台中港社長 Hero會場相
見歡 

與基金會董事長 PDG KENT、Young
總監、PP Bernard及吉安社社長合影 

  
DG Young個人百萬功勞獎 
 

Elephant社長代表領取五百萬功勞
社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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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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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新社友宣誓 
5.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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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禮儀  －外交部東部辦事處陳  忠處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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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7:53-8:00）－）－）－）－糾糾糾糾察主委察主委察主委察主委PP Six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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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6 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 
交換學生林加佳交換學生林加佳交換學生林加佳交換學生林加佳：：：： 

 我們 12月份很忙，常常到台北參加扶輪社的活動並與交換學
生見面，我覺得很好玩，所以現在沒有想回家。 

交換學生鄭英銘交換學生鄭英銘交換學生鄭英銘交換學生鄭英銘：：：： 
 我今天又感帽，所以心情不太好，現在韓國下雪，所以很想
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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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生力軍～吳吉利 Chili 
職業分類：建設業  服務機構：好萊屋建設經理  
通訊處：花蓮縣吉安鄉荳蘭一街 66號  
生日：69/9/12   連絡電話：8536776；0922-765660 
推薦人：戴啟邗 PP Hegar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Sun 

 新一年開始，祝大家好運滿滿，福運
年年，每天都快快樂樂，沒有煩憂。 

 恭禧 PP Toein買新車。 
 今年冬天氣溫變化大，提醒大家要多
注意血管與血壓，每天泡腳增加免疫

力。寒冷的冬天很多疾病都會發生，

是因為器官得到的養份比較少，請大

家經常深呼吸，讓養份貫通全身。 
 PP Morinaga前幾天因身體不適住進
急診室，當天本人與社長、社長夫人

已前往探視，目前已出院，祝 PP身
體健康。 

 年關將近，宵小、無聊人士特別多，
請大家多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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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3年度 3490地區國際年會行
程，目前有總監團隊（出團時間：

6/13~6/25；；；；團費新台幣 145,900元）
及海邦旅行社（出團時間：6/15~6/26
團費新台幣 148,000元）。有興趣者，
請逕自向執行秘書索取行程表並自

行向旅行社報名。若需協助註冊國際

年會，敬請將註冊表 email至地區辦
公室。 

 華東社通知 102/1/9花蓮第二分區各
社聯合社區服務案~原鄉優秀弱勢學
童小農綠生活有機作物補助，請各社

社長、秘書及社友共五人參加。 
1. 時間：102年 1月 9日（三）下
午 13時 30分報到 

2. 地點：中華國小禮堂。 
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 

 華東社來函 
1. 原 2013年 1月 9 日（三）舉行
之第 1085 次例會為配合舉辦國
際扶輪 3490地區花蓮第二分區
簡易獎助金－優秀原鄉弱勢學

童小農綠生活有機作物補助實施

計畫活動，變更至下午 1：30；
地點：中華國小禮堂。 

2. 原 102年 1 月 16日(三)第 1086
次例會因 1 月 13日(日) 辦理捐
血活動，休會乙次。 

 花蓮社來函，關於花蓮縣十一個扶輪
社於民國 93年 11月 1日起借用花蓮
航空站土地擺設「國際扶輪一百週年

紀念公益景觀石雕品」，懇請花蓮航

空站同意續約三年(自 10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12月 31日止)。 

 本社訂於 102年 2月 15～2月 19日前
往韓國濟州社授證 50週年，拜訪姐妹
社，報名費$25,000元，敬邀各位社
友、夫人一同前往。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歡迎林喬祥醫師來參與我們的例會。 
 感謝 Hollywood推薦其優秀兒子吳吉
利加入本社，本社第 2位父子檔，相
信現在很精銳的新生力軍加入，港區

扶輪社一定會爭爭日上。 
 感謝今天上午 PP Teleohone與本人前
往拜訪外交部東部辦事處陳處長，下

週一將邀請到社裡分享外交現況及國

際禮儀報告，請社友儘量撥空支持。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Yo chih 
 今天很高興有 2位新生力軍將於今天
宣誓，本月將達成 50位目標，歡迎花
蓮的精英到社裡來。 

扶輪基金會扶輪基金會扶輪基金會扶輪基金會主委主委主委主委：：：：PP Telephone 
 今天與社長到外交部拜訪，因為時間
匆促所以沒有與社員主委連繫，今天

與他聊了 1個小時，陳處長很優秀對
扶輪社瞭解也很深入，下禮拜演講的

主題是”國際禮儀”，希望能夠邀約夫
人一同前來聆聽。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永浴愛河 

 
生日快樂 

 
社長贈送 Afukuf 紀念品 

 
頒發交換學生 1月份助學金 

 
歡迎生力軍 Cafe 

 
歡迎生力軍 Rice 

 
貴賓林喬祥醫師分享 

捐獻的藝術 
1. 展現你們的愛心 
2. 設定目標 
3. 推廣你的目標 
4. 以身作則領導 
5. 利用基金會報告 
6. 呈現事實 
7. 分享扶輪基金會故事 
8. 表彰 
9. 請求、請求、再請求 

 
～截錄至扶輪月刊 2013年 1 月號 

雪蘭峨地區扶輪基金會研習會演講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