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雜誌月扶輪雜誌月扶輪雜誌月扶輪雜誌月 
4月是扶輪的雜誌月，目前國際扶輪有一個「扶輪世界雜誌新

聞網」，此用詞由國際扶輪理事會在 2002年 11月會議中核准及通
過，藉以描述把與扶輪有關的消息傳遞給世界各地扶輪社員的 31
種扶輪雜誌網絡。 

這些雜誌包括國際扶輪的公式雜誌──在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
敦世界總部出版發行的「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及其他在全球不同國
家獨立印製以約 24種語文出版，合併發行量達 780,000份的 30種
地域雜誌，當中包含了中文扶輪月刊在內。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的前身是 The National Rotarian，第一期是在
1911年 1月由國際扶輪第一任秘書長培利編輯及出版，對象「不僅
是每一個扶輪社，而且也是每一個扶輪社員」。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與各地域雜誌，作為國際扶輪領導階層與全世界扶輪社員之間的唯
一直接溝通管道，努力使讀者們瞭解扶輪現況。 

第一個地域雜誌於 1915年在英國及愛爾蘭出版。 
中文的扶輪誌是在 1960年 4月創刊，在台北出版。初期為季

刊，1983年 7月改為月刊，發行對象為台灣、香港及澳門三地的華
語扶輪社；並於 1981年 6月 11日經國際扶輪核定為公式地域扶輪
雜誌，並且依「國扶輪扶輪政策彙編」。每 5年由理事會檢定一次。 

中文扶輪月刊與其它地域雜誌，都與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建立了
合作的工作關係，每個月刊登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寄來指定及建議刊
登的文章及照片，包括社長文告、內情報導、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
計畫與扶輪基金會專欄，以及推廣國際扶輪主題和國際年會的特別
報導；另外每年 8月還登載「扶輪基礎」，並在 11、2、5月刊登「全
球展望」；雖然協助了國際訊息的傳遞，但也報導台灣扶輪進行的
各種服務、聯誼及會議的消息，保有自己的特色、國家風貌，以及
編輯自由。 

近年來，中文扶輪月刊的水準漸提高，而且更朝專業化邁進。
因此投稿踴躍，但是有一點很可惜，那就是照片大多是開會聯誼排
排站坐的照片，服務動作所佔比例較少，或是缺少服務前後的對
比、受援對象臉上的笑容或者扶輪活動的標誌旗幟與人物離的太高
太遠，不易傳達出我們台灣扶輪人的熱心服務精神，也較不易吸引
其他扶輪社員與社會大眾的興趣。 

按照程手冊扶輪章程細節規定扶輪社每位社員必須訂閱月刊
的社人數卻日漸減少，訂閱比例去年低於 75%，今年更低於 70%，
是全世界 31種扶輪雜誌當中倒數前幾名。 

希望全台灣扶輪社友能多多愛護支持此一全世界維一中文發
行的輪雜誌，全員訂閱，共同努力宣揚台灣扶輪。 

～截錄於扶輪月刊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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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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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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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年會工作分配狀況報告 
         －年會籌備會副執行長 前社長吳國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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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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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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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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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 Kuo chi夫人、Genius夫人永遠青春美麗、幸福滿滿。 
 感謝社長率團到日本那霸南區社訪問，讓之間的友誼更加深
厚。訪問團 3月 31日晚上抵達花蓮時，感謝前往花蓮火車站
迎接的社友。 

 預祝 Doson夫人、Perry夫人生日快樂。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Cab 

 台中港區社來函， 102年 5月 10日下午 6:00假新天地餐廳（梧
棲店）舉行授證 42週年紀念慶典。敬請社長惠賜鴻文或賀詞、
社長彩色半身二吋相片乙張、來訪人員名單及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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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例會時間及地點通知變更例會時間及地點通知變更例會時間及地點通知變更例會時間及地點通知～下週一 4 月 15 日例會因配合 4 月

13-14 日地區年會於花蓮小巨蛋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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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45號函~函告本社2013-14年
度派遣學生初步國家分派通知。惟評

選合格備取者，須待地區收到國外接

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

取，並成為該接待國家Inbound學生。  
學生姓名 鄭凱鶴 黃郁晴 黃珈綺 
分派國家 巴西 德國 波蘭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恭禧 Noodles、Jason 及 Water 的小扶

輪將代表花蓮港區社踏出國家，為國

家爭光。 
 感謝社友，因時間決定匆促，臨時

Sky 機票，這三天旅程相當順利，那

感謝那霸南區社社長及社友的招待。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主委扶輪基金主委扶輪基金主委扶輪基金主委：：：：PP Telephone 
 今年保羅哈里斯捐贈踴躍，其中巨額

因為 PP EN 臨時無法捐獻，感謝 PP 
Bernard 挺身而出，因為這次的捐獻

已報至地區辦公室及 RI，遣缺要補，

真得很謝謝 PP Bernard 把港區社的

面子給罩住了。再次感謝各位社友踴

躍的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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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到那霸南區參訪，除了親善訪問

外還安排了職業參觀，整個職業參觀

感謝那霸南區社社長及社友的全程

相陪。再次感謝一同前往的社友、夫

人及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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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人  

補出席 4 人 
Young、Camera、Kuo 
chi、Window 

缺席人數 7 人 
Six、Luke、Civil、
ML、Jeff、Ming、

Cafe 
出席率 8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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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00 元元元元 
備註：統一歡喜【出席社友各$300 元；

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白頭偕老↑↓ 

    
    

    
生日快樂↓↑ 

    
    

    
頒發交換學生 4 月份獎學金 

    
社長分享琉球之旅 

 

參加玉里社 PP Steel 父親告別式 

 
銀川米參觀 

 
探視 Eagle 夫人↓↑ 

 
 

 
Aoba 夫人生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