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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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度第五次社長年度第五次社長年度第五次社長年度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秘書聯席會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會議記錄 
時間：2013年 02 月 23日(星期六)下午 5 時地點：055龍蝦海鮮餐廳 
值東：東南社、美侖山社 主席：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A.G.楊清基 Cement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略) 
二、主席致詞：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A.G.楊清基 Cement  (略) 
三、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黃部聽 Census致詞 (略) 
四、花蓮區地區副秘書長 陳正雄 PP Masa致詞 (略) 
五五五五、、、、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1. 第23屆地區年會，總監希望花蓮分區每社全體社友都能報名註冊。 
� 基本費：依2012/12/31社員人數，每人應繳基本費600元； 
� 註冊費：社友NT$2,400、寶眷NT$2,000 
各社如無問題就此達成共識各社如無問題就此達成共識各社如無問題就此達成共識各社如無問題就此達成共識，，，，每一社都全員註冊每一社都全員註冊每一社都全員註冊每一社都全員註冊(參加地區年會社參加地區年會社參加地區年會社參加地區年會社
友友友友100%) 

2. GSE來訪團抵達時間 3/20日聯合航空 9683航班(東京至台
北)21:00PM抵達，4/20聯合航空 872航班(台北至舊金山) 11:55AM
離境，花蓮分區接待日期是 4/12～4/15日計 4 天，地區辦事處會準
備歡迎布條乙條，可由各分區輪流使用，請於交接團員時交予下一
接待分區使用。   

3. 新北市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陳啟洲 Blower 託總監辦事處送各位社
長及秘書每人一本台灣 4 句聯，非常感謝他。 

六六六六、、、、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研討研討研討研討4月月月月12～～～～4月月月月15日日日日 D7010(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GSE參訪團接待事宜參訪團接待事宜參訪團接待事宜參訪團接待事宜。。。。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 接待行程、接待家庭及團員名單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二】。 
二、 補助費用說明【附件三】。 

1. 經費預算地區補助27000元，不足數由9社社員人數平均分攤
(以3/31社員數比率分攤) 

2. 各項費用請接待社先行墊付(憑據核銷)並將收據繳交承辦社
以便結算。 

3. 請各社將接待行程相片交各社執行秘書整理後，統一交承辦
社滙整製做光碟。 

4. 其他未盡事宜，授權兩位助理總監及承辦社社長研商決定。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研討本地區第研討本地區第研討本地區第研討本地區第23屆地區年會屆地區年會屆地區年會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才藝表演節目案才藝表演節目案才藝表演節目案才藝表演節目案。。。。 
說  明：4/13日地區年會晚會表演節目，請各分區選出一個節目，大會贊助
各分區節目費用新台幣8,000元整。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 

一、 依往例由運動晚會表演節目奪得第一名的港區社代表參加地區年
會晚宴表演，如港區社有困難或需要協助，可商請或委請新荷社
代表。 

二、 大會贊助8000元節目費用，依往年經驗，費用多入不敷出，故一、
二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長三人贊助10,000 ,以及各社再贊助
2,500元，共計38,000元。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聯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聯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聯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聯席會時間、、、、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 
        (值東/12~13及13~14年度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共6位)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時間：102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5 點； 
        地點：野武藏日式燒烤居酒屋(花蓮市國聯五路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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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4 次例會暨女賓夕程序次例會暨女賓夕程序次例會暨女賓夕程序次例會暨女賓夕程序 
1. 社長鳴鐘開會（6:30-6:35） 
2. 唱扶輪頌 
3. 宣讀四大考驗 
4.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Sun（6:35-6:45） 

A.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B. 頒發Inbound學生3月份獎學金 
C. 聯誼報告 

5. 社長時間（6:45-7:00）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Mark 
B. 社長報告- Elephant  
C. 各委員會報告 
D. 社友時間 

6. 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Paint 
7. 歡喜時間 
    -糾察主委PP Six 
8. 社長鳴鐘散會 

 
 
 
 
 

第第第第 1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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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3日由花蓮各社共同主辦之兒童和平日活動，活動圓滿落
幕，感謝當天出席的社友：社長、秘書、DS Camera、PP Bernard、
Noodles、Art、Paul、Water、Doson、Willy 及 Chili、AD、見
習社友林先生及多位夫人：社長夫人、Jason夫人、Sun夫人、
Noodles夫人及 AD 夫人。總監也親自來電感謝各位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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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 
PP Camera 伉儷～77/3/15   
Mark 伉儷 ～81/3/5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Kuo chi～3/7     
Jason夫人～3/8 
Hollywood夫人～3/11   
Rice～3/11 
Reg夫人～3/13   
Luke～3/17 
Six夫人～3/20 

                                                                        

 



 星期五新春聯歡晚會，感謝我們節目

主委 Noodles籌劃的精彩節目，讓大

家玩得那麼盡興，感謝 Reg伉儷的勁

歌熱舞，並恭禧 Ceiling、George、
Genius抽中社長提供的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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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3460、3470、3490、3510
地區所組成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多地

區組織-「財團法人國際扶輪青少年

交換教育基金會」(英文簡稱

RYEMT)，將於2013年5月25.26日於

新北市政府召開2013年度第五屆年

會。應參加人員：  
1. 2012-13年度接待扶輪社：社內

RYE主委、顧問、Inbound學生及

接待家庭。  
2. 2012-13年度推薦扶輪社：社長當

選人、接待社RYE主委、顧問

2013-14年度合格備取生及家長至

少一名、接待家庭。  
3. 地區RYE委員會所有委員。  
4. 歡迎列席人員：各分區助理總監、

地區副秘書、有意參加明年度派遣

之扶輪社社友。  
請於 3月 8日前 E-Mail 至地區 RYE
委員會報名。註冊費每位 1,000元。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剛放完長假，看到大家都精神奕奕，

希望在這一年大家在事業及家庭圓

滿。 
 感謝新春聯歡晚會大家熱情的參與。 
 上週六的花蓮各分區社長秘書聯席

會，其中一案是本社今年因運動會晚

會獲第一名，獲得花蓮各社社長及秘

書一致表決通過於總監之夜代表花

蓮分區表演，助理總監及各社將會贊

助費用共 38,000元，因為本社是總

監社我與秘書 Mark 必須將此承擔，

希望各位社友一起支持。4月份年度

最重要的地區年會即將到來，希望我

們為 Young總監及年會主委 PP 
Bernard將此辦得完美。 

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各委員會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公共形象主委公共形象主委公共形象主委公共形象主委：：：：PP Engine 
 恭禧英明的社長讓港區社成為花蓮的

第一大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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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aphone 

 基金管理委員會對於執行計畫及人道

計畫後，篩選出六大類焦點領域：和

平暨衝突之預防與解決、疾病預防與

治療、水資源與公共衛生、婦幼的健

康問題、基礎教育與識字、經濟發展

與社區發展－強化貧窮地區的商家與

社區領導人的產生。這幾項是扶輪基

金會工作計畫目標，以後不要擔心，

只要熱心捐錢，可以讓基金會統籌。 

節目節目節目節目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Eric～～～～旅遊地產旅遊地產旅遊地產旅遊地產 
花蓮屬於休閒地區，休閒產業有它的

特性：沒有庫存性、產品差異化、企業品

牌的要求等，不一樣的休閒產業有不一樣

的生命週期，產品的雕塑性也不一樣。休

閒產業的特性：淡旺季的問題、資本回收

時間很長、需要大量的人力資源、容易受

政經情勢影響、沒有辦法做儲存的功能、

經營管理化、商業化的標準化運作、產品

的多元性等。 

不動產的模式分為四類：只售不租（如

我們的錦全建設及好萊屋建設）、只租不

售（商辦）、可賣及可租（商城）及不租

不售（如飯店） 

旅遊地產旅遊地產旅遊地產旅遊地產不是是單純的旅遊加上地

產，而是通過房地產業及休閒產業的結

合，產業的支援及整合，是一種面與點的

結合而產生新的產業模式、新的居住模式

及新的產品消費模式，主要以旅遊為開發

主導，利用好的景觀搭配好的活動規劃，

如：特色主題樂園（迪士尼、高爾夫球場

等）等，旅遊地產不好的特性：產權過大、

不動產流通很慢、投資金額很大、需要很

專業的經營、業務拓展性比較不好（夢想

大於理想）。目前花蓮旅遊不動產：農舍、

民宿、飯店及渡假村、主題樂園，如何使

產權、經營權及使用權交易運作，產生新

的產品，像統一渡假村賣會員、酒店式公

寓都屬於遊遊地產的概念。花蓮是不是有

可能做旅遊地產，它的優劣、比較及威脅

大家可以一起來討論看看，而劣勢、威脅

主要還是交通，次為人力（不足及基層素

質）、成本、法令的要求。如何避免投機

及炒作（投機及炒作容易造成泡沬化），

及市場對這件事情的理解是不是有偏見。 

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案例分享～～～～如果社友需要請向執行如果社友需要請向執行如果社友需要請向執行如果社友需要請向執行

秘書索取秘書索取秘書索取秘書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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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
EN 

出席人數 24人  

補出席 11人 

Young、Camera、
Six、Jason、Ivan、
Civil、Ceiling、Yo 
chih、Paint、Reg、
Chili 

缺席人數 12人 

Luke、Kuo chi、
ML、Sky、
Hollywood、Golf、
Tom、Window、
Ming、Perry、Rice、
Café 

出席率 74.5％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PP Leo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67,000 元元元元專款專用(中華扶

輪) 
備註： 

 PP Beranrd、PP Telephone各$10,000
元；Elephant$6,000元；PP Leo、IPP 
Lunch、Cab、Genius各$5,000元；

PP EN、PP Engine、Mark各$3,000
元；Water$2,000元；AD、Sun、
Eagle、Hotel、George、Eric、Jeff、
Paul、Doson、Willy 各$1,000元。 

5 個必須根除小兒痲痹的理由個必須根除小兒痲痹的理由個必須根除小兒痲痹的理由個必須根除小兒痲痹的理由 
1. 它能拯救生命它能拯救生命它能拯救生命它能拯救生命－專家說，如果我們選
擇控制小兒痲痹而非根除它，將有
1,000多萬 5歲以下兒童在往後 40年
之內因小兒痲痹而不良於行。 

2. 它是可以達成的它是可以達成的它是可以達成的它是可以達成的－我們有工具來終
結這種疾病，它有辦法去接觸所有兒
童。新的二合一疫苗能以一劑就成功
鎖人利餘的兩種棘手小兒痲痹病毒。 

3. 它是一項好投資它是一項好投資它是一項好投資它是一項好投資－根據醫學期刊「疫
苗」上一項獨立研究估計，全球投資
在建立一個無小兒痲痹世界的 90億
美元將在往後 20年回收 400-500億美
元的經濟利益。 

4. 它可以強化制度它可以強化制度它可以強化制度它可以強化制度－我們為根除小兒
痲痹所成的努力已在所有國家建立了
一個實際能用的疾病監測網絡，目前
正支持其他保健行動，包括麻疹疫苗
接種及分發除蟲藥片及蚊帳。 

5. 它能為以後鋪路它能為以後鋪路它能為以後鋪路它能為以後鋪路－能接觸所有兒童
並幫他們接種小兒痲痹疫苗的能力證
明了我們下一個全球大型保健計畫也
能成功。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    

剛入學的時候，全班自我介紹。 
一男同學走上講臺：“我叫尤勇，來自台
北，我愛下棋！ 
說完就下去了，下一位是個女生，該女嬌

羞地走上講臺，忐忑不安地自我介紹： 
“我…我叫夏琪…我喜歡游泳…”全班暈
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