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2014 年度花蓮第一年度花蓮第一年度花蓮第一年度花蓮第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 

第二次社長第二次社長第二次社長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記錄秘書聯席會議記錄秘書聯席會議記錄秘書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3201320132013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日下午 6666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藍天麗池飯店花開宴廳藍天麗池飯店花開宴廳藍天麗池飯店花開宴廳藍天麗池飯店花開宴廳    
一一一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主席報告出席人數主席報告出席人數：：：：((((略略略略))))    
二二二二、、、、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主席致詞：：：：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 A.G. FilaA.G. FilaA.G. FilaA.G. Fila 監致詞監致詞監致詞監致詞((((略略略略))))    
三三三三、、、、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李明容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李明容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李明容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李明容 A.G. JackA.G. JackA.G. JackA.G. Jack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略略略略))))    
四四四四、、、、花蓮地區副秘書馮志緯花蓮地區副秘書馮志緯花蓮地區副秘書馮志緯花蓮地區副秘書馮志緯 D.V.S. WilliamD.V.S. WilliamD.V.S. WilliamD.V.S. William 致詞致詞致詞致詞((((略略略略))))    

五五五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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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討論討論討論2013-2014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籌備進度案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籌備進度案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籌備進度案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籌備進度案。。。。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A.G. Fila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原決議原決議原決議原決議因花蓮港區扶輪社於因花蓮港區扶輪社於因花蓮港區扶輪社於因花蓮港區扶輪社於11月月月月17日參加三港兄弟社聯合例日參加三港兄弟社聯合例日參加三港兄弟社聯合例日參加三港兄弟社聯合例 

會會會會，，，，經主辦社花蓮華東扶輪社協調各社經主辦社花蓮華東扶輪社協調各社經主辦社花蓮華東扶輪社協調各社經主辦社花蓮華東扶輪社協調各社，，，，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調整為102年年年年11月月月月3日日日日 

星期日假中華國小舉行星期日假中華國小舉行星期日假中華國小舉行星期日假中華國小舉行。。。。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2013-2014年度愛的輪轉年度愛的輪轉年度愛的輪轉年度愛的輪轉-照顧偏鄉弱勢原住民學生案照顧偏鄉弱勢原住民學生案照顧偏鄉弱勢原住民學生案照顧偏鄉弱勢原住民學生案。。。。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A.G. Fila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愛愛愛愛‧‧‧‧輪轉慈善音樂會案各社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案各社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案各社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案各社捐款1萬元萬元萬元萬元，，，，地區將會把音樂會結餘地區將會把音樂會結餘地區將會把音樂會結餘地區將會把音樂會結餘 

款款款款，，，，提撥二十萬予花蓮分區提撥二十萬予花蓮分區提撥二十萬予花蓮分區提撥二十萬予花蓮分區。。。。參照於參照於參照於參照於102年年年年8月月月月2日星期五於地區日星期五於地區日星期五於地區日星期五於地區
召開籌備會議記錄召開籌備會議記錄召開籌備會議記錄召開籌備會議記錄，，，，花蓮分區將此筆經費共同舉辦玉里三民國花蓮分區將此筆經費共同舉辦玉里三民國花蓮分區將此筆經費共同舉辦玉里三民國花蓮分區將此筆經費共同舉辦玉里三民國
中棒球隊資助計畫中棒球隊資助計畫中棒球隊資助計畫中棒球隊資助計畫。。。。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敬請各社提撥愛敬請各社提撥愛敬請各社提撥愛敬請各社提撥愛‧‧‧‧輪轉慈善音樂會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捐款輪轉慈善音樂會捐款1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建議花蓮地區各社聯合籌辦建議花蓮地區各社聯合籌辦建議花蓮地區各社聯合籌辦建議花蓮地區各社聯合籌辦2013-1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新社員研習成長營新社員研習成長營新社員研習成長營新社員研習成長營」，」，」，」，
以鞏固新社友扶輪認同感以鞏固新社友扶輪認同感以鞏固新社友扶輪認同感以鞏固新社友扶輪認同感，，，，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提案社提案社提案社提案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敬請各社帶回各社討論敬請各社帶回各社討論敬請各社帶回各社討論敬請各社帶回各社討論，，，，由新荷扶輪社秘書由新荷扶輪社秘書由新荷扶輪社秘書由新荷扶輪社秘書PP BIRDIE統籌並統籌並統籌並統籌並
連連連連繫各社是否統一舉辦繫各社是否統一舉辦繫各社是否統一舉辦繫各社是否統一舉辦，，，，於下次社秘會時報告於下次社秘會時報告於下次社秘會時報告於下次社秘會時報告。。。。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擬聯合各社於擬聯合各社於擬聯合各社於擬聯合各社於2013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13日辦理公共形象活動日辦理公共形象活動日辦理公共形象活動日辦理公共形象活動，，，，詳如說明詳如說明詳如說明詳如說明，，，， 

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請討論。。。。 

提案社提案社提案社提案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花蓮新荷扶輪社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建議各社帶回各社討論並利用各處社會資源建議各社帶回各社討論並利用各處社會資源建議各社帶回各社討論並利用各處社會資源建議各社帶回各社討論並利用各處社會資源、、、、政治資源等政治資源等政治資源等政治資源等，，，，擴擴擴擴 

大舉行大舉行大舉行大舉行，，，，於下次社秘會再提出討論於下次社秘會再提出討論於下次社秘會再提出討論於下次社秘會再提出討論。。。。 

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確認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  

提案提案提案提案人人人人：：：：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花蓮二分區助理總潘富民A.G. Fila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執東社為吉安扶輪社及花蓮中區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執東社為吉安扶輪社及花蓮中區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執東社為吉安扶輪社及花蓮中區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執東社為吉安扶輪社及花蓮中區扶輪社。。。。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時間訂為時間訂為時間訂為時間訂為102年年年年10月月月月11日星期五下午日星期五下午日星期五下午日星期五下午6點整點整點整點整，，，，於銘師父餐廳舉行於銘師父餐廳舉行於銘師父餐廳舉行於銘師父餐廳舉行。。。。 

六六六六、、、、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案由一：：：：國際扶輪鐘塔修建案國際扶輪鐘塔修建案國際扶輪鐘塔修建案國際扶輪鐘塔修建案。。。。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吉安扶輪社吉安扶輪社吉安扶輪社吉安扶輪社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為提升國際扶輪公共形象為提升國際扶輪公共形象為提升國際扶輪公共形象為提升國際扶輪公共形象，，，，擬建議各社共同修建位於中華路二擬建議各社共同修建位於中華路二擬建議各社共同修建位於中華路二擬建議各社共同修建位於中華路二
段及中山路三段路口段及中山路三段路口段及中山路三段路口段及中山路三段路口，，，，設立之國際扶輪鐘塔修建設立之國際扶輪鐘塔修建設立之國際扶輪鐘塔修建設立之國際扶輪鐘塔修建。。。。經設計師估算及設計經設計師估算及設計經設計師估算及設計經設計師估算及設計，，，，
目前預算約百萬元左右目前預算約百萬元左右目前預算約百萬元左右目前預算約百萬元左右。。。。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因目前估計預算為百萬元並不精準因目前估計預算為百萬元並不精準因目前估計預算為百萬元並不精準因目前估計預算為百萬元並不精準，，，，建議吉安扶輪社預算再精建議吉安扶輪社預算再精建議吉安扶輪社預算再精建議吉安扶輪社預算再精
算算算算，，，，並並並並和和和和公公公公部門部門部門部門結合結合結合結合。。。。由公由公由公由公部門部門部門部門籌辦籌辦籌辦籌辦，，，，扶輪扶輪扶輪扶輪配配配配合合合合為準為準為準為準則則則則。。。。各社帶回討論各社帶回討論各社帶回討論各社帶回討論，，，，
主席同主席同主席同主席同意若意若意若意若公公公公部門願意部門願意部門願意部門願意籌辦籌辦籌辦籌辦，，，，會結合各社政治資源下修建會結合各社政治資源下修建會結合各社政治資源下修建會結合各社政治資源下修建，，，，各社各社各社各社配配配配合修合修合修合修
整整整整。。。。下次社秘會再行精確討論下次社秘會再行精確討論下次社秘會再行精確討論下次社秘會再行精確討論。。。。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3-2014年度 
  理事會名錄 戴延宗、陳勉志 林進鉎、陳慶木 吳開陽、黃安宏 蕭毅群、吳國璽 江躍辰、汪稚洋 李經商、鄭宗治 孟憲法、李耀昇 黃建華 

 
 社  長：戴延宗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
：陳勉志

 秘  書：林進鉎 財 務 長：吳開陽 節目主委：周國正 聯誼主委：李昱 扶輪知識 主    委：黃仁宏
 出席主委：何智賢 糾察主委：李經商 膳食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公共形象 主  委：汪稚洋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蕭毅群
 服務計畫 主     委：陳慶木
 社員主委：黃安宏 行政管理 主     委：陳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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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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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7:05） 

A. 6:2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B. 7:00-7:02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C. 7:02-7:05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Ceiling 

2.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主委PP Telephone 
3. 社長時間（7:10-7:20）－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Civil 
B. 社長報告- Cab  
C. 各委員會報告 

4. 新社友宣誓 
5. 社友時間 
6. 節目時間（7:20-7:50）－節目主委Doson 
7. 出席報告（7:50-7:53）－出席主委Paul 
8. 歡喜時間（7:53-8:00）－糾察主委Sun 
9. 社長鳴鐘散會 
 

 

 

 

 

 

 

 

第第第第 1900次次次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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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代理代理代理Doson 

 9月 14日中秋聯歡晚會將表揚金榜題名，家中有直系親屬考中
高中以上，請自行向秘書處回覆考中之學校及姓名。 

 社友 Paint父親仙逝告別式，時間：9月 9日上午 8:00，關於
奠儀部份，若社友要自行處理請於週三前通知執行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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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 ０ 二年 

九 月 九 日 

第  10 期 

歡迎生力軍～黃明隆Marlon 
服務機構：玉山銀行花蓮分行副理  
通 訊 處：花蓮市府前路 352號 
連絡電話：0988-105918；(O)03-8311313 
生    日：60/2/21 推薦人：江躍辰 Eleph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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