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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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人  

補出席 13 人 
Young、Camera、Toein、Ivan、Lunch、Cab、
ML、Noodles、Hotel、Hollywood、Doson、
Rice、Chili 

缺席人數 10 人 
Leo、Luke、AD、Kuo chi、Sky、Golf、Art、
Window、Ming、Chaucer 

出席率 79.2％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台中大象畫廊職業參訪 

 
參加台中港區港 PP Lens 父親告別式

後聚會    

 
Hotel 夫人生日快樂 

 
授證第一次籌備會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5月月月月 10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44 位位位位 

（（（（至至至至 4 月月月月 28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蕭崎昌*1 劉悟民*4 陳慶木*1 林聖元*1 吳開陽*1 黃安宏*1 
蕭毅群*1 戴延宗*2 江躍辰*2 吳國璽*1 陳勉志*2 林進鉎*1 
李昱*1 汪稚洋*2 余國基*1 許展瑋*1 李經商*1 鄭宗治*3 
孟憲法*1 吳忠友*1 李耀昇*1 汪譽正*1 潘正忠*1 林裕煌*1 
何智賢*1 黃建發*2 陳棨翔*1 彭威淦*1 吳享達*3 林加佳*1 
吳威林*1 林秀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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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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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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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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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概述：探索實驗性血吸蟲病造成肝臟捐害候選基因和

microRNAs～2012-13年度中華扶輪受獎生陳菟文 同學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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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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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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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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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社長為了姐妹社的友誼，冒著生命的危險前往韓國參加西
群山授證。 

 總監及秘書長本來今天要來參加例會，因為有授證行程所以不
刻前往，要我代為轉達感謝各位社友在年會的幫忙，讓活動圓

滿成功。 
 4月 25日 PP Lens父親告別式，前 2天有幾位社友已前往捻香：
PP Leo、PP Jason、Noodles、Genius、Ceiling，感謝他們，也
請 4月 25日有空的社友一同陪同社長及秘書前往。 

 Chaucer母親前幾天因為腦中風住進加護病房，目前已轉往普
通病房，本人與社長已前往慰問。 

 星期日 Paint岳母仙逝，預計告別式是 5月 12日舉行，請社友
先將時間空出一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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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 Hotel 夫人生日，祝青春美
麗。 

 恭禧 PP Six 平安歸國。 
 恭禧 Eagle 的兒子滿月，也感謝他送
大家吃彌月蛋糕。 

 恭禧 PP Bernard 及 PP Telephone 於
年會摸彩時間抽中腳踏車。 

 恭禧社長獲得一台 Ipad 及在年會領
獎領到手酸、走路走到腳抽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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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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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050 號 函 ～ 函 知 本 地 區
2013-2014 年度之地區講習會，  
� 時間：2013 年 5 月 11 日(六)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會。 
� 地點：劍潭活動中心。 
� 參加人員：2013-2014 年度社長、秘

書、財務、社員委員會主委、公共
關係委員會主委、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社區
服務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
主委、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新世
代服務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
員會主委及新社員，每社至少 10
位，註冊費每位 1,000 元。 

3490 總監辦公室來函總監辦公室來函總監辦公室來函總監辦公室來函  
� 國際扶輪3490 地區第廿三屆地區年

會，在各社社長及全體社友熱情的參
與及支持之下圓滿落幕！承蒙各位
社長、社友及寶尊眷的包容及鼓勵，
對於年會不周之處，敬請海涵。另衷
心感謝各位的參與，Young暨團隊再
次向各位表達最誠摯的敬意與謝
意。謝謝大家！ 

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 
� 蘇澳社來函，訂 102 年 6 月 15 日(六)

下午 5:00 假南方澳豆腐岬 17 海鮮餐
廳舉行授證 36 週年紀念暨新舊任社
長交接典禮。 
� 華東社來函，訂於102年5月20日（一）

舉行授證21週年紀念慶典，時間：下

午5:30註冊聯誼、下午6:00開會，地
點：花蓮美侖大飯店宴會廳，敬邀蒞
臨指導。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 西群山扶輪社目前社友人數為 62 位
左右，他們的授證比較簡單。我的任
典也近尾聲，最希望 36 屆的授證可以
辦得風風光光的，期待四個姐妹及友
好社都可以來，加強我們的友誼，這
就是我為什麼一定要冒著漫天烽火的
危險前往的原因。在西群山的慶典上
也與濟州社的社友相見歡，他們特別
準備漢奴山的橘子分享並要我帶 1 個
回來給 PP Bernard。這趟行程剛好遇
到櫻花盛開，加上熱情的姐妹社社友
真得很溫暖，下次還是希望與各位社
友一同前往。 
� 除了感謝年會的安排工作流程組 IPP 

Lunch、獎品組 PP Jason 及貴賓的招
待：Noodles、Sun、Tom 及 Doson外，
也感謝各位社友的參與。除此之外，
也感謝各位社友的支持，才能獲得那
麼多大獎。剩下 2 個月的任期，下個
禮拜我們Cab將於下午 5:00召開社務
行會議，也請各位社友給予我們的社
當全力的支持，代代的傳承相信港區
社會更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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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次年會港區社負責 RI 社長代表、巨
額捐獻及PHF之友晚宴，在 IPP Lunch

的努力下，真得非常圓滿，每一個社
友都動起來，非常成功。港區扶輪社
只要有人交待工作下來，一定會團結
起來共同完成，這是參加扶輪重要的
目的，其中個人非常欽佩 Genius擔任
晚會的主持人，港區社人才輩出，任
何人都有機會擔任職務、接受訓練，
最重要這次的晚宴非常順暢，都有依
照既訂計劃，謝謝大家！ 

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社員主委：：：：Yo chih 
� 恭禧 PP Jason女兒推甄上中山醫學院
放射科。 
� 上屆還會不會有現在 51 位社友的榮
景，還需要各位社友的努力，因為新
社友進來太多，參與率沒有那麼強，
我們會多加努力。社長帶領社裡一片
欣欣向榮，真得不簡單。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Afuku：：：： 
分享接待日本久留米社的點滴～ 

 久留米社來訪的三位社友，其中一位
是社當，在會場拿了一個稿子有日文
有英文，我當時並不清楚是為什麼，
上台致詞時竟然用英文，一句我也聽
不懂，致詞完下來問我：「講得怎麼
樣」，我說：「講得非常好」，他高
興得不得了，說：「下次還要用英文」。 

 建議還有這種大型會議，因為飲食習
慣不一樣。晚會當天他們的位置安排
在擴音器後面，可以是飲食不習慣，
他們 3 位東西都沒有吃，就跟我說要
去喝咖啡，請示 PP Bernard帶到金湯
達人，幫他們點三明治，他們大口大
口的吃，就送回飯店。隔天上午接了
他們，問他們要去哪？他們說：「來
了 20 次，太魯閣不去、會場不去」，
因此我就開著車沿著東海岸走，他們
3 個高興得不得了，在路上看到香
蕉，想買整串帶回日本。之後時間也
還早，但不知道帶他們到哪，就送他
們到機場，到了機場發現有早一點的
班機，就換機票，將他們送上飛機。 

PP Jason：：：： 
 請 Yo chih若有新的人選推薦給我

們，我們明年的目標是 7 位。 
 感謝年會時，PP Leo、Water、Paint、
Eagle、Ceiling 及 Willy 接待台中港
區社社友，及 PP Ivan 請吃扁食，我
也買了鳳梨酥送給他們。而 PP Lens
父親就是在那天仙逝，請告別式當
天有空的社友與社長及秘書前往。 

Paint：：：： 
 我岳母這次是因為感冒，引發肺積
水、休克，急救後，有恢復心跳，
但醫生也說因為休克太久，救回來
也會變成植物人，所以經我們家屬
同意拔管，於前天上午往生，謝謝
各位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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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00 元元元元；；；；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5,000
元元元元 
備註： 

1. PP Bernard$3,000 元； 
2. 社長 Elephant$2,000 元； 
3. PP Telephone、PP Six、Cafe 各

$1,000 元； 
4. Mark$800 元；Jason$700 元； 
5. Engine、Civil、Ceiling、Afuku、

Genius、Sun、Yo chih、Eagle、
George、Eric、Paint、Jeff、Reg、
Paul、Water、Tom、Willy、Perry
及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恭禧 Yo chih 拍得 IPad 

� 本社訂於 102 年 4 月 29 日(一)下午
5:00 假藍天麗池飯店召開社務行政
會議，會中將討論 2013-14 年度工作
計劃及預算，敬邀各位社友踴躍出
席，社務行政會議後繼續召開例會 
� 為編印本社授證 36 週年紀念特刊，

敬請 惠賜彩色伉儷或全家福合照
乙張或電子檔
hharbor.rotary@msa.hinet.net，並於 5
月 10 日前提供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