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ater：：：： 

 我進港區扶輪社前很多社團都有邀約，但因為我對社團的印象都
不太好，所有一直沒有加入。在一個機緣下，有一次銘師父請
IPDG Young吃飯我也同桌，隔天 IPDG又找了我，加上 Paint
也極力推薦，於是當時存著懷疑的心情加入並見習，經過這 1、
2年覺得港區社真得還不錯，所以繼續留下來。 

Eric：：：： 

 最近政府在提倡企業加薪，我們很困擾，也想幫員工加薪，但幫
員工加薪還要把 20%交給政府，這是造成企業不太肯加薪的原
因，太多太多的附加成本，造成企業經營上的負擔。如何讓員工
有實際加薪的感受？讓我們人力競爭力可以提升？  

 花蓮目前熱門產業～房地產與營造業，但在人力資源庫裡合適的
人才太少了，就算高薪人才也不願來花蓮，這是我們遇到的困擾。 

Sun：：：： 

 1.吃素是隨緣，很多人問我為什麼會吃素，有一點是宗教因素，
剛開始也是嘗試，現在看到那些東西也沒有吃的衝動。現在人為
什麼容易有躁鬱問題，因為繁忙、壓力太大，容易心浮氣躁，疾
病很多都來自習慣問題，有時候慢慢減少某些東西，反而會很輕
鬆。2.宗教讓我學習如何快樂、健康。3.空氣是天然的保養品，
每天起床做深呼吸，對身體有幫助。每天練 50次，讓您愈來愈
健康，因為我們的身體細胞需要氧、血液及氣，細胞的養份都有
了人就不容易生病、抵抗力強，自然就會快樂。努力保養你的身
體，讓你老了還可以跟 PP Bernard一樣四處遊山玩水。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ul 

社員人數社員人數社員人數社員人數 51 人人人人  
免計出席免計出席免計出席免計出席 3 人人人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15 人人人人  

補出席補出席補出席補出席 21 人人人人 

Young、、、、Telephone、、、、Leo、、、、Six、、、、Engine、、、、
Jason、、、、Ivan、、、、Lunch、、、、Elephant、、、、Cab、、、、
Mark、、、、Civil、、、、Genius、、、、Kuo chi、、、、Eagle、、、、
Paint、、、、Art、、、、Willy、、、、Window、、、、Garden、、、、
Mega 

缺席人數缺席人數缺席人數缺席人數 12 人人人人 
Afuku、、、、Luke、、、、ML、、、、Sky、、、、Hollywood、、、、
George、、、、Jeff、、、、Reg、、、、Perry、、、、Rice、、、、Chili、、、、
Alex 

出席率出席率出席率出席率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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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00 元元元元【備註：代理社長 PP Toein$600元；代理秘
書 Yo chih$300元；社長$1,200元；社長當選人$800元；秘書$600
元；出席社友$100元；未出席社友各$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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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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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社友時間 
7. 節目時間（7:20-7:50） 

～男性更年期補充男性賀爾蒙--睪固酮的重要性 
                        陳景亮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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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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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iling 

 3月 20日社友 Afuku岳父告別式，當天一同前往之社友：Cab
社長、Mark社長當選人、PP Toein、IPP Elephant、Luke、
Genius、Yo chih、Art、Doson、Tom、Garden、John共計
12位，搭乘早上 6:08的火車前往，告別式結束後搭乘下午 4:15
的火車返回，抵達時間為晚上 10:00，請參加之社友配合。 

 今天社長率 18位社友前往參加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祝福他們
獲得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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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一 ０ 三年 

三月二十四日 

第  36 期 

2014.06.15『光耀台灣扶輪慶祝大會』台灣七地區萬人社友會

師暨賀 PRIP Gary榮任 2014-15年度國際扶輪社社長活動報名

統計(截至 2014.03.24日止)：PP Bernard、、、、IPDG Young、、、、

IPP Elephant、、、、Cab、、、、Chaucer，，，，請欲參加者儘快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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