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ul 

社員人數 52 人  
免計出席 3 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0 人  

補出席 11 人 
Young、Leo、Camera、Ceiling、Sky、
George、Doson、Willy、Chaucer、Garden、
Marlon 

缺席人數 8 人 
Luke、Kuo chi、ML、Hollywood、Eric、
Window、Café、Alex 

出席率 83.7％ 
請缺席社友務必補出席請缺席社友務必補出席請缺席社友務必補出席請缺席社友務必補出席，，，，並通知出席主委並通知出席主委並通知出席主委並通知出席主委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Sun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38,400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18,500元元元元；；；；IOU$19,900) 

備註： 
1. 統一歡喜～社長 Cab$1,200 元；社長當選人 Mark$800 元；秘

書 Civil$600 元；出席社友各$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2. John$18,000 元；Aoba 夫人$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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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次社長第五次社長第五次社長第五次社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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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3103103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6666 時正時正時正時正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永豐活海鮮餐廳永豐活海鮮餐廳永豐活海鮮餐廳    
一一一一、、、、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主席報告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應到應到應到應到 21  21  21  21 人人人人，，，，請假請假請假請假    5555    人人人人，，，，缺席缺席缺席缺席    0000    人人人人，，，，實際出席實際出席實際出席實際出席    16161616    人人人人    
四四四四、、、、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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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派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推派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推派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推派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才藝表演節才藝表演節才藝表演節才藝表演節
目案目案目案目案。。。。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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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本地區第二十四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

本地區擬推派一項表演本地區擬推派一項表演本地區擬推派一項表演本地區擬推派一項表演，，，，總贊助經費總贊助經費總贊助經費總贊助經費35,50035,50035,50035,500元元元元((((地區地區地區地區8,0008,0008,0008,000
元元元元、、、、助理總監各助理總監各助理總監各助理總監各2,5002,5002,5002,500元元元元、、、、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2,5002,5002,5002,500元及未參與表演元及未參與表演元及未參與表演元及未參與表演
之各社各之各社各之各社各之各社各2,5002,5002,5002,500元元元元，，，，合計合計合計合計35,50035,50035,50035,500元元元元))))。。。。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由花蓮二分區玉里扶輪社代表本分區報名第二十照案通過由花蓮二分區玉里扶輪社代表本分區報名第二十照案通過由花蓮二分區玉里扶輪社代表本分區報名第二十照案通過由花蓮二分區玉里扶輪社代表本分區報名第二十
四屆地區年會四屆地區年會四屆地區年會四屆地區年會「「「「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才藝表演節目，，，，並請玉里扶輪並請玉里扶輪並請玉里扶輪並請玉里扶輪
社儘速完成報名程序社儘速完成報名程序社儘速完成報名程序社儘速完成報名程序。。。。    

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案由二：：：：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地點案。。。。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度及度及度及度及2014201420142014----15151515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6666位位位位))))    

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提案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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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決決決        議議議議：：：：照案通過於照案通過於照案通過於照案通過於103103103103年年年年4444月月月月25252525日日日日((((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星期五))))假永豐活海鮮舉行第六假永豐活海鮮舉行第六假永豐活海鮮舉行第六假永豐活海鮮舉行第六

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次社長秘書聯席會，，，，並請通知並請通知並請通知並請通知2013201320132013----14141414度及度及度及度及2014201420142014----15151515年度助年度助年度助年度助
理總監理總監理總監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地區副秘書、、、、社長及秘書一同出席第六次社長秘社長及秘書一同出席第六次社長秘社長及秘書一同出席第六次社長秘社長及秘書一同出席第六次社長秘
書聯席會書聯席會書聯席會書聯席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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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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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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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 28日社友 John父親告別式，感謝當天前往的社友：Cab

社長、Civil秘書、PP Six、PP Engine、PP Ivan、Chaucer、

Sky、Art、Doson及 Garden。 

 今天社長率 Civil秘書、PP Camera、PP Ivan參加蘇澳社 PP SL

母親告別式，感謝他們。 

 恭禧本社接待之交換學生於上週六地區 RYE華語成果發表會

～黃昱翔獲第三名；黃思綺獲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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