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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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次社長第四次社長第四次社長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13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下午 6 時正    地點：玉里鎮雙葉餐廳 

主席：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潘富民 P.P. Fi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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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決算經費事由決算經費事由決算經費事由決算經費事由。。。。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AriesAriesAriesAries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如如如如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附件二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扣除扣除扣除扣除（（（（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提案二））））製作製作製作製作感謝狀費用後重新結算感謝狀費用後重新結算感謝狀費用後重新結算感謝狀費用後重新結算，，，，再依各社註冊再依各社註冊再依各社註冊再依各社註冊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核算退費核算退費核算退費核算退費。。。。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表彰事宜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表彰事宜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表彰事宜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表彰事宜。。。。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萬其萬其萬其AriesAriesAriesAries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今次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上舞台配合表演節目今次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上舞台配合表演節目今次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上舞台配合表演節目今次聯合運動會交換學生上舞台配合表演節目，，，，表現精彩生表現精彩生表現精彩生表現精彩生

動動動動，，，，欲以表彰學生們的付出及成果欲以表彰學生們的付出及成果欲以表彰學生們的付出及成果欲以表彰學生們的付出及成果，，，，請討論以何種方式為宜請討論以何種方式為宜請討論以何種方式為宜請討論以何種方式為宜。。。。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請主辦社請主辦社請主辦社請主辦社花蓮華東社花蓮華東社花蓮華東社花蓮華東社製作感謝狀給參加運動大會的製作感謝狀給參加運動大會的製作感謝狀給參加運動大會的製作感謝狀給參加運動大會的RYE RYE RYE RYE 

InboundInboundInboundInbound學生做為紀念學生做為紀念學生做為紀念學生做為紀念，，，，讓交換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時能有述說讓交換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時能有述說讓交換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時能有述說讓交換學生回到自己國家時能有述說

表現優良的事績表現優良的事績表現優良的事績表現優良的事績，，，，以結餘款製作中文感謝狀頒予以結餘款製作中文感謝狀頒予以結餘款製作中文感謝狀頒予以結餘款製作中文感謝狀頒予。。。。    

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案由三：：：：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花蓮華東社社長傅萬其AriesAriesAriesAries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2013201320132013年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年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年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年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下載照片網址((((單張下載單張下載單張下載單張下載））））：：：：    

                                http://www.flickr.com/photos/96004208@N02/sets/http://www.flickr.com/photos/96004208@N02/sets/http://www.flickr.com/photos/96004208@N02/sets/http://www.flickr.com/photos/96004208@N02/sets/；；；；((((批次下載批次下載批次下載批次下載))))：：：：    

                                http://briian.com/6026/flickrhttp://briian.com/6026/flickrhttp://briian.com/6026/flickrhttp://briian.com/6026/flickr----downloader.htmldownloader.htmldownloader.htmldownloader.html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請各社長及秘書在例請各社長及秘書在例請各社長及秘書在例請各社長及秘書在例會時宣達給社友知曉會時宣達給社友知曉會時宣達給社友知曉會時宣達給社友知曉。。。。    

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案由四：：：：2013201320132013----2014201420142014年度國扶辦字第年度國扶辦字第年度國扶辦字第年度國扶辦字第 2013127 2013127 2013127 2013127號函請各社發揮人道精號函請各社發揮人道精號函請各社發揮人道精號函請各社發揮人道精

神神神神，，，，踴躍加入菲律賓風災急難救援的行列踴躍加入菲律賓風災急難救援的行列踴躍加入菲律賓風災急難救援的行列踴躍加入菲律賓風災急難救援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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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Fila P.P. Fila P.P. Fila P.P. Fila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各社理監事會議討論各社理監事會議討論各社理監事會議討論各社理監事會議討論，，，，是否捐助各社決定即可是否捐助各社決定即可是否捐助各社決定即可是否捐助各社決定即可。。。。    

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案由五：：：：本社聯合花蓮第一分區共同辦理本社聯合花蓮第一分區共同辦理本社聯合花蓮第一分區共同辦理本社聯合花蓮第一分區共同辦理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WCSWCSWCSWCS 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援援援援    

                                助老人之家健檢中助老人之家健檢中助老人之家健檢中助老人之家健檢中型巴士型巴士型巴士型巴士」」」」案案案案，，，，計畫內容如附件一計畫內容如附件一計畫內容如附件一計畫內容如附件一，，，，提請討提請討提請討提請討    

                                論論論論。。。。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新荷社社長李厚德新荷社社長李厚德新荷社社長李厚德新荷社社長李厚德 AD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1.花蓮老人之家目前欠缺花蓮老人之家目前欠缺花蓮老人之家目前欠缺花蓮老人之家目前欠缺接送接送接送接送老人老人老人老人就醫治療或就醫治療或就醫治療或就醫治療或檢檢檢檢查車輛查車輛查車輛查車輛，，，，援援援援        

        助計畫書由助計畫書由助計畫書由助計畫書由該該該該單單單單位位位位提提提提供供供供如附如附如附如附件件件件。。。。    

                                2.2.2.2.花蓮花蓮花蓮花蓮第一分區各社捐第一分區各社捐第一分區各社捐第一分區各社捐贈贈贈贈一一一一顆保羅哈里斯指顆保羅哈里斯指顆保羅哈里斯指顆保羅哈里斯指定用定用定用定用途途途途配合配合配合配合。。。。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因因因因為為為為距距距距目目目目標金額還標金額還標金額還標金額還有一有一有一有一段差額段差額段差額段差額，，，，希望希望希望希望一一一一、、、、二分二分二分二分區各社提區各社提區各社提區各社提供保供保供保供保    

                                羅哈羅哈羅哈羅哈理理理理斯指斯指斯指斯指定用定用定用定用途途途途，，，，但因但因但因但因有的社有的社有的社有的社已申購且已申購且已申購且已申購且有各自配合計有各自配合計有各自配合計有各自配合計劃劃劃劃，，，，    

                                此此此此議案議案議案議案地地地地區區區區副副副副秘書秘書秘書秘書指示指示指示指示再再再再研研研研討可行方案討可行方案討可行方案討可行方案。。。。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六六六六：：：：確認確認確認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第五次社長秘書聯第五次社長秘書聯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席席席會時會時會時會時間間間間、、、、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案案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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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FilaP.P. FilaP.P. FilaP.P. Fila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時時時時間間間間決議在決議在決議在決議在 2222月月月月 28282828日日日日（（（（五五五五），），），），地點選地點選地點選地點選定後再發文定後再發文定後再發文定後再發文通通通通知知知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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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9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 
節目主委：Doson 

1. 6:2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2. 7:0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7:02-7:05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Ceiling 
4. 7:05-7:10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主委PP Telephone 
5. 7:10-7:20 社長時間－請社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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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形象主委－Genius 
 扶輪基金會主委－PP Ivan 
 服務計畫主委－PP Six 
 社員主委－PP Jason 
 行政管理主委－M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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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第第第 19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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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int 

 上週六Willy夫人生日，感謝前往慶生的社友及夫人。 
 Chaucer夫人本週六生日，敬邀各位社友及夫人當天下午 3:00
一同前往乙皮畫廊為夫人慶生。 

 恭禧本社高爾夫球隊上週日聯誼賽獲獎的社友。 

社長時社長時社長時社長時間間間間：：：：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Civ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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