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社員人數 51人  
免計出席 3 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28人  

補出席 9 人 
Young、Camera、Six、Ceiling、Genius、Kuo 
chi、Paul、Willy、Chili 

缺席人數 11人 
Leo、Luke、Civil、Sky、Eagle、Hotel、George、
Ming、Perry、Rice、Cafe 

出席率  77％ 

 

歡迎歡迎歡迎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巨額捐獻人社長代表暨巨額捐獻人社長代表暨巨額捐獻人社長代表暨巨額捐獻人、、、、保羅哈里斯之友晚會的註冊保羅哈里斯之友晚會的註冊保羅哈里斯之友晚會的註冊保羅哈里斯之友晚會的註冊

名單名單名單名單：：：：                                時間：4 月 12 日   地點：美侖大飯店 
蕭崎昌 前社長 Bernard 巨額捐獻人 

江躍辰 社長 Elephant 巨額捐獻人 

林憶君 眷屬 Elephant 眷屬   

林慶明 地區總監 Young 巨額捐獻人 

賴美娟 眷屬 Young 眷屬   

羅子憲 社友 Afuku 保羅哈里斯之友 

張志賢 地區秘書 Camera 保羅哈里斯之友 

吳秀珠 眷屬 Camera 眷屬   

李昱 社友 Ceiling 保羅哈里斯之友 

汪稚洋 社友 Genius 保羅哈里斯之友 

李耀昇 社友 George 保羅哈里斯之友 

吳忠友 社友 Hollywood 保羅哈里斯之友 

石炳輝 社友 Hotel 保羅哈里斯之友 

蕭毅群 前社長 Ivan 巨額捐獻人 

余國基 社友 Kuo Chi 保羅哈里斯之友 

吳國璽 前社長 Lunch 保羅哈里斯之友 

陳勉志 秘書 Mark   

周生銓 社友 ML 保羅哈里斯之友 

鄭宗治 社友 Noodles 保羅哈里斯之友 

黃建華 社友 Paint 保羅哈里斯之友 

林裕煌 社友 Reg 保羅哈里斯之友 

黃仁宏 前社長 Telephone 保羅哈里斯之友 

林聖元 前社長 Toein 保羅哈里斯之友 

黃建發 社友 Water 保羅哈里斯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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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8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女賓夕程序暨女賓夕程序暨女賓夕程序暨女賓夕程序 
1. 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6:30-6:35）））） 
2. 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 
3. 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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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5-6:45）））） 

A.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B. 頒發頒發頒發頒發Inbound學生學生學生學生4月份獎學金月份獎學金月份獎學金月份獎學金 
C. 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聯誼報告 

5.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6:45-7: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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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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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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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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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29,800 元元元元【【【【IOU$27,600 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2,200 元元元元】】】】 
備註： 

 PP Ivan、Cab$2,000 元；Elephant$1,500 元；PP Jason、IPP Lunch
各$1,000 元 Mark$800 元；PP Engine、Golf 各$600 元； 

 PP Bernard、PP Telephone、AD、Afuku、Sun、Yo chih、Noodles、
Hollywood、Eric、Paint、Jeff、Art、Reg、Water、Tom、Window、
Chaucer 及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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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 
Golf 伉儷～76/4/20     
Sun 伉儷 ～86/4/6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Genius夫人～4/1  

Kuo chi夫人～4/1 

Doson夫人～4/2 

Perry夫人～4/3 

Doson～4/15  

Hotel～4/24 

Genius～4/28 

 



第第第第 1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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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禧本社輔導的花蓮高農扶少團榮

獲全國舞蹈大賽六連霸。恭禧本社榮

獲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總冠軍，個人獎

的部份：Cab 總桿冠軍；PP Jason 淨

桿冠軍；PP Engine 淨桿亞軍。  
 Willy 全家到韓國旅遊，祝旅途愉

快。 
 感謝總監盃高爾夫球賽時協助的各

位社友。 
 3 月 27 日 Golf 將舉行試打會，歡迎

各位社友踴躍參加，凡參加者贈精美

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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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更多的歷史故事扶輪更多的歷史故事扶輪更多的歷史故事扶輪更多的歷史故事～～～～ 
•  扶輪在 1917 年設立「扶輪捐助基

金」，這是「扶輪基金」(The Rotary 
Foundation)的前身。【今年在扶輪

基金主委及總監的領導之下募了很

多，也邀請各位社友參加 4 月 12
日的保羅哈里斯之夜】 

•  扶輪最早在 1957 年設立「保羅.哈
里斯之友」榮銜，頒給捐獻美元

1,000 元予扶輪基金的捐贈者。 
•  扶輪輪徽最早印製於 1931 年維也

納國際扶輪年會的紀念郵票上。 
•  第一面繞行月球的扶輪社旗，是休

士頓太空中心扶輪社社員太空人法

蘭克.波曼，於 1968 年「阿波羅八

號」航天時帶上太空的。 
•  第一次在美國以外地區舉辦的扶輪

年會，是 1921 年在蘇格蘭愛丁堡。 
•  第一位在國際扶輪年會致詞的國家

元首，是美國總統華倫.哈定，致詞

於 1923 年在密蘇里州的聖路易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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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社長、Doson 及本人參力新

荷社社長當選人 AD 母親告別式。 
 西群山社來函，敬邀本社參加創立 42
週年慶典，時間：2012 年 4 月 19 日

下午 7:00；請於 4 月 5 日前將參訪名

單及行程、社長祝辭送至該社信箱。 
 下週一例會將舉行 4 月份女賓夕活

動，地點：藍天麗池飯店，敬邀各位

美麗夫人。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恭禧 Cab 社當於 3 月 23-24 日於諾富

特飯店完成社長訓練會，雙肩開始承

擔 37 屆社長責任。 
 上週感謝各位社友發揮港區社團結的

氣勢，為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不

管是在打球或餐會，都讓來訪社友賓

至如歸的感覺。 
 本社高爾夫球隊會有如此的實力要感

謝前幾年 PP Bernard提供免費練習

券，讓打球社友在那段時間具堅強的

基礎，再次感謝 PP Bernard。 
 感謝 18 位的社友及夫人的支持，將於

本週五啟程前往日本那霸南區社拜

訪，因為本人的疏失記錯那霸南區社

授證日期，雖然已錯過了，但友好社

還是熱情邀請，因此還是做了前往的

決定，今天特別邀請慕經理分享這個

島。希望這個三天二夜的行程各位社

友可以好好享受，無法前往的也不要

遺憾，我會帶很多相片回來。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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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蒙各位社友鼎力相助，前往那霸南

區社參訪名單：PP Bernard、PP Ivan、
Jason 夫人、IPP Lunch、社長伉儷及

日語老師、Reg 及寶眷共計 4 位、

Noodles伉儷、Water伉儷、Doson、
Paint 及本人共計 18 位，並感謝

Noodles伉儷籌劃整個行程。 
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主委主委主委主委：：：：Cab 

 訓練會議前，下屆總監就寄了教戰手

冊，雖然只讀了 20幾頁。關於下年度 

工作重點是社友增加的部份，目前台

灣有 22,279 人，到 2014-15 年度時要

達 40,000 人，目前的方案是增加配偶

社員（RI 一年要繳 53 美金），另外

其他社裡的費用，是自己在編，配偶

不需要例會，希望我們增加 50%，我

認為台北地區要增加比較可能，花蓮

地區參加社團的密度已經很高了，是

不是可以把瑞穗社及西北社再回來？

社員人數一定要增加 35%，期望我們

的 PP Jason努力一點。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PP Jason：：：： 
 淨桿冠軍是運氣不是實力。 
 關於社員發展，人太多會有派系問

題，但只有下屆社長交待，我們全力

以赴。 

PP Engineeee：：：：    

 打球愉快最重要，打得好不好是其次

問題。 

PP Ivan：：：： 
 除了感謝這次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幫忙

的社友外，並感謝 Golf安排整個賽

程；PP Jason 協助比賽各項細節；PP 
Engine、PP Lunch、Cab提供很多問

題及經驗；Mark秘書負責安排 2 天工

作人員及 Kuo chi提供 210 份阿美扮

手禮。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 

～～～～琉球風情琉球風情琉球風情琉球風情－－－－中時旅行社慕經理中時旅行社慕經理中時旅行社慕經理中時旅行社慕經理 
 那霸位於全日本的最西方的城市，其

代表的縣花－扶槡花。 
 那霸目前總人口數 140 多萬人，是日

本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這個城市有

美式的感覺，因為經過了二次世界大

戰，美軍統佔。 
 琉球與花蓮很像，是海島的地方，那

裡的居民比在日本本島上更重感

情，且具鄉土味。 
 全年度的氣候都很舒適，平均溫度在

22-23度左右，最冷也 14-15度，2
年前因為颱風，造成市容變化很大。 

 那霸南區社目前 41 位社友。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新社友宣誓↓↑ 

    



  
Water伉儷及 Jason夫人 Paint、Doson與那霸社友 

  
與會社友夫人合影 社長送長嶺社長禮物 

 
 

長嶺社長送社長禮物 二次會歡聚 

  
愛心午餐－PP Lunch的愛心 花蓮港區採購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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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出時代腳步跨出時代腳步跨出時代腳步跨出時代腳步 深耕國際友誼深耕國際友誼深耕國際友誼深耕國際友誼 

與日本那霸南區社共同例會及懇親會後記與日本那霸南區社共同例會及懇親會後記與日本那霸南區社共同例會及懇親會後記與日本那霸南區社共同例會及懇親會後記 
花蓮港區扶輪社十八位社友、夫人和小扶輪，在三月二十九

日凌晨搭火車出發，羅東再轉巴士到桃園機場，前往已經六年沒

有互訪的琉球那霸南區社，進行一個連繫友誼的參訪，一下飛機，

近十多位日本社友已經在出關口處等待，給我盛大的迎接！頗令

人動容，第一天是旅行社安排的行程：玉泉洞，琉球村，首里城。

那霸南區社長長嶺 浩治先生一直電話連繫導遊，想為大家安排晚
餐後的聯誼活動，但由早到晚的旅遊行程，大家都已經筋疲力盡

了！只好委婉的謝謝長嶺社長的好意。 
第二天長嶺社長包了一輛小型巴士，自已充當導遊，先到瀨

長島參觀了一個全新的溫泉飯店，舒適的男女溫泉和戶外溫泉，

及觀景超好的浪漫套房，令社友、夫人們迫不及待要規畫下一次

琉球的旅遊。接下來到前社長上原惟孝先生的共和技研會社參

觀：這是一個結合地產設計、建設、販賣、租賃到管理的多角化

經營公司，還有打溫泉及水井的業務，有員工三十多人，年營業

額二十億日元，上原前會長是長嶺會長的直屬長輩，在他入社就

很照顧他，在溫馨的會議室中大家享受美味的咖啡和和菓子，更

有濃濃的友情。接著到社長經營的老人日間照護中心參觀，設備

很完善，午餐長嶺社長請大家在旁邊他另一方面事業：健康飲食

療法中心便餐，除了桌面上豐富的餐點外，社長送每一位夫人一

瓶有益健康的橄欖油，照顧全家健康。之後再轉往有名的壼屋燒

參觀最有名的製陶達人高江洲先生的工坊，他並親自示範用腳轉

輪盤的特殊製陶工藝，由小花瓶、煙灰缸、燒酒瓶、泡盛瓶到大

花瓶真的是巧匠之手，信手捻來。社長贈送每一位社友由高江洲

先生親自做酒瓶裝的琉球清酒紺碧泡盛，真的是太感謝了。再轉

往首里城旁琉球最古早最有名的瑞泉酒廠，老闆佐久本先生也是

他社的扶輪社友，大家在參觀完簡報及廠房後，便開始無限試飲

並搭配琉球當地小點心和黑糖，大家都說好喝，許多社友順便就

帶了些伴手禮，老闆佐久本先生也送了許多小的樣品酒給大家！

最後轉往長嶺會長另一方面的事業：幼兒體能教室，真的是為下

一代的體格發育，做了很周全的準備，約五點轉回飯店準備。 
六點正式共同例會及懇親餐會，那霸南區社友都非常熱情，

社長為了表現他對我們的歡迎，全程用中文致歡迎辭，令人感動，

躍辰也誠懇邀請他們六月六日到花蓮來參加我們的授證，許多日

本社友一口氣就答應了真的是琉球人的豪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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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會中有安排小學六年級的小女

生做三弦琴的表演，頗有琉球傳統風

格，令人激賞！本社夫人一致的旗袍和

端莊有禮，也令日本社友驚艷，大家都

高興的一起合照。雙方社長致贈禮物，

長嶺社長送我們泡盛酒和蘋果代表平

安長久，我們回贈故宮寶物月曆和阿里

山春茶，象徵友誼如春風日暖，好日連

連。 
在大合照後，大家手牽手圍成一個

大圈，擺著手，唱著歌，象徵彼此的友

誼是永遠緊密的。 
雖然是短短的三天兩夜，但收獲卻

是滿滿！行囊中裝滿那霸南區社友的

熱情和大家的感動！我們接續了前輩

努力締結 32 年的盟約，並用心的繼續

經營下去！我們是國際的社團，我們港

區社有航海冒險的血統！我們有熱情

和衝勁，我們是台灣最強的扶輪社，最

強的就是花蓮港區扶輪社！謝謝參加

的社友與夫人的支持，也感恩未參加社

友與夫人的祝福！這一趟行程圓滿成

功，歷史的新頁由我們大家寫下光榮！

加油。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瀨長島溫泉參觀 

    
共和技研上社長(前社長)接待 

    
琉球台灣地產經驗交流↑  相見歡↓ 

    
    

    
壼屋燒陶器工坊參觀 

    
製陶達人高江洲親自示範 

    
職業參觀↑ 瑞泉酒廠參觀↓ 

    
職業參觀↓ 

    

    
懇親會上三弦琴表演 

    
夫人與那霸社友合影 

    
PP Bernard 與蓉蓉 

    
PP Toein、PP Lunch 與那霸南區社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