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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社授證 30 週年保姆致詞 中區社授證 30 週年輔導社社長致詞 

 
 

中區社授證 30 週年會場社友合影 

  
社友在蘇澳社友 PP Clay 豪宅前留影 社友與 PP ABS 相見歡 

  
社長與副秘書合影 副秘書與連誼夫人認真安排授證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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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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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7:15））））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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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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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7: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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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5-7:30）））） 
4.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7:30-7:50）－）－）－）－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Noodles  
        ～～～～授證36週年慶典籌備會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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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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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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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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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Mark夫人及 Yo chih夫人生日，社長伉儷親自送蛋糕慶
生，再次祝福 2位夫人青春美麗、幸福滿滿。 

 星期日 Eagle夫人生日，社長打電話祝賀，也同樣祝福夫人永
遠青春美麗。 

 上週六、日多地區 RYE會議在板橋舉行，參加人員：社長、
社當、RYE主委、Paint、Noodles伉儷、Water伉儷、Yochih
夫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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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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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下個月女賓夕變更至 6月 6日與授證慶典合併舉行，
因此下週一在本場地一般例會。 



 蘇澳社來函，為慶祝授證 36 週年，

並加強社友與夫人間聯誼，特舉辦高

爾夫友誼賽，歡迎社友及夫人參與，

請於 5 月 31 日前將報名。 
1. 球賽日期：102年6 月15 日（六）

上午9 時開球。 
2. 球賽地點：礁溪高爾夫球場 
3. 比賽規則：採辛辛貝利亞。 

 蘇澳扶輪社秘書 PP DERLIN 父親仙

逝，訂於 6 月 1 日上午 7:30 舉行公

祭。喪宅：五結鄉成興村成功路 2 巷

2 弄 47 號。 
 花蓮中區扶輪社前社長周清泉父親

告別式，訂於 5 月 28 日上午 8:50 舉

行告別式，參加人員：社長、秘書及

Water、PP Bernard。 
 5 月 31 日花蓮中區扶輪社授證 30 週

年， 
1. 參加慶典名單：社長、秘書、PP 

Bernard、PP Six、PP Toein、PP 
Ivan、Cab、Genius、Yo chih、
Eagle、Water，請於下午 6:00 以

前抵達美侖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2. 參加 Golf 名單：PP Telephone、

PP Leo、PP Ivan、IPP Lunch、
Cab、Civil、George、Kuo chi、
Eagle、Window，請於上午 9:30
報到;10:00 準時開球。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 這次授證慶典是希望以溫馨想與大

家分享的方式，晚會節目時間以不麻

煩各位社友，大家都能完全放鬆的美

好夜晚與兄弟及姐妹社聯誼。 
� 上週六參加第五屆 RYE 的交換多地

區會議，很高興我們的交換學生林加

佳代表 Inbound 學生演講，非常優

秀，為港區社爭光很多。並感謝 Home
爸、Home 媽的用心。 
� 授證要麻煩各位社友很多，也請社友

將時間騰出來。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Telephone 
這次與花蓮中區扶輪社－口腔癌篩檢巡

迴醫療車計畫，配合單位： 
1. 花蓮中區扶輪社－現金 US$5,500 
2. 花蓮港區扶輪社－現金 US$5,000 
3. 花蓮華東扶輪社－現金 US$3,000 
4. 國際扶輪 3600 地區總監辦事處－

DDFUS$3,000 
5. 國際扶輪 3600 韓國城南中央扶輪

社－現金 US$1,500 
6. 國際扶輪 3750 地區辦事處－

DDFUS$9,000 
7. 扶輪基金會配合－US$19,500 
購買三菱 CANTER 的柴油車，這次因為

3490 地區的 DDF 已經不夠了，才由身為

總監的來支持$5,000 美金。Matching 
Grant 我們可以好好發揮，因為今年我們

捐了很多保羅哈里斯，3 年後會撥回本地

區，可以先瞭解申請的步驟，好好運用。 
職業服務計畫主委職業服務計畫主委職業服務計畫主委職業服務計畫主委：：：：PP Toein 
� 要表揚的職業表揚對象都有了，下週

會再詳細向大家報告。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Chili：：：： 
� 本人 11 月 30 日在福容大飯店要結

婚，歡迎各位社友都來分享我的喜悅。 

歡喜歡喜歡喜歡喜時間時間時間時間：：：：PP Six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27,000 元元元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1,200 元；副社

長$1,0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社友各

$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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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補出席 4 人 
Young、Camera、
Lunch、George 

缺席人數 14 人 

Leo、Luke、AD、
ML、Sky、Hotel、
Hollywood、
Eric、Tom、
Willy、Ming、
Perry、Rice、Cafe 

出席率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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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林加佳以中文介紹德國 

 
社長贈送交換學生紀念品 

 
社長贈送交換學生紀念品↑↓ 

 

 
林加佳贈送社長紀念品 

 
贈送德國相關資料由接待家庭 Yo chih 代表 

 
內輪會探視 Doson 夫人及小扶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