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		元元元元；；；；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拍賣收入�
�			元元元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元；社長當選人����元；秘書����
元；出席社友����元；未出席社友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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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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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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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母親節慶祝活動�
節目主委：�	
	��

��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 唱”母親�您真偉大”及頒發母親節禮金�
�� 聯誼報告�

��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 秘書報告－������
�� 社長報告－����

�� 各委員會報告�
�� 社友時間�
�� 出席報告�����������－出席主委�����
�� 歡喜時間�����������－糾察主委 ���
!� 社長鳴鐘散會�

�

第第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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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玉里社授證，感謝參加的社友：���社長、"��#�
$	���、���%	���、&��、'��。�

 �月 �日感謝參加的人員：���社長、"��#�$	���、���
��(�)�、���%	���、#����
、*		+��
、$	,-�-、����.、�).、
����、�-���。�

 �月�日台中港區社���/��
母親仙逝告別式，感謝社當0�)1
率 ���/�	、���2�
	�、���/��,-、�����、#�	)��、����.、
3���4前往參加。�

 �月 �5��日地區年會感謝參加的社友及夫人。�
 �月 ��日台中港區社授證，敬邀各位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
 歡迎 �����)��)+平安歸國。�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節快樂節快樂節快樂節快樂♥♥♥ 
帶著滿滿的感激帶著滿滿的感激帶著滿滿的感激帶著滿滿的感激，，，，對您說一聲對您說一聲對您說一聲對您說一聲『『『『母親我愛您母親我愛您母親我愛您母親我愛您！』！』！』！』 

祝福每一位媽咪祝福每一位媽咪祝福每一位媽咪祝福每一位媽咪，，，，永保安康永保安康永保安康永保安康，，，，青春美麗青春美麗青春美麗青春美麗！！！！ 
林蘇秋媚女士林蘇秋媚女士林蘇秋媚女士林蘇秋媚女士(PP Young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劉劉劉劉    妹女士妹女士妹女士妹女士(Noodles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劉秀娥女士劉秀娥女士劉秀娥女士劉秀娥女士(PP Telephon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郭泉英女士郭泉英女士郭泉英女士郭泉英女士(Eagl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陳吳領利女士陳吳領利女士陳吳領利女士陳吳領利女士(PP E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陳幸子女士陳幸子女士陳幸子女士陳幸子女士(Georg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戴靜子女士戴靜子女士戴靜子女士戴靜子女士(PP Camera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溫秀蓮女士溫秀蓮女士溫秀蓮女士溫秀蓮女士(Eric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吳阿緞女士吳阿緞女士吳阿緞女士吳阿緞女士(PP Engin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謝玉梅女士謝玉梅女士謝玉梅女士謝玉梅女士(Paint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何雅恆女士何雅恆女士何雅恆女士何雅恆女士(PP Jaso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黃金枝女士黃金枝女士黃金枝女士黃金枝女士(Art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蕭吳娟娟女士蕭吳娟娟女士蕭吳娟娟女士蕭吳娟娟女士(PP Iva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李桂蓮女士李桂蓮女士李桂蓮女士李桂蓮女士(Reg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邱金妹女士邱金妹女士邱金妹女士邱金妹女士(PP Lunch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徐秋妹女士徐秋妹女士徐秋妹女士徐秋妹女士(Paul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李迎櫻女士李迎櫻女士李迎櫻女士李迎櫻女士(IPP Elephant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簡簡簡簡    盆女士盆女士盆女士盆女士(Water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林鳳晤女士林鳳晤女士林鳳晤女士林鳳晤女士(Cab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廖秀鳳女士廖秀鳳女士廖秀鳳女士廖秀鳳女士(Willy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鍾靜子女士鍾靜子女士鍾靜子女士鍾靜子女士(Luk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林秋英女士林秋英女士林秋英女士林秋英女士(Window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潘金菊女士潘金菊女士潘金菊女士潘金菊女士(Mark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許玉美女士許玉美女士許玉美女士許玉美女士(Perry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林胡免女士林胡免女士林胡免女士林胡免女士(Civil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江富士女士江富士女士江富士女士江富士女士(Rice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李廖優珍女士李廖優珍女士李廖優珍女士李廖優珍女士(Ceiling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陳素蓮女士陳素蓮女士陳素蓮女士陳素蓮女士(Chili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汪許素花女士汪許素花女士汪許素花女士汪許素花女士(Genius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陳錦美女士陳錦美女士陳錦美女士陳錦美女士(Chaucer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劉阿笑女士劉阿笑女士劉阿笑女士劉阿笑女士(Kuo chi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劉鄭絹女士劉鄭絹女士劉鄭絹女士劉鄭絹女士(Mega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傅英妹女士傅英妹女士傅英妹女士傅英妹女士(ML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黃楊福英女士黃楊福英女士黃楊福英女士黃楊福英女士(Marlo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劉鳳蓮女士劉鳳蓮女士劉鳳蓮女士劉鳳蓮女士(Sky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余陳月英女士余陳月英女士余陳月英女士余陳月英女士(Joh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李林玉霞女士李林玉霞女士李林玉霞女士李林玉霞女士(Su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顏淑圓女士顏淑圓女士顏淑圓女士顏淑圓女士(Ken 母親母親母親母親) 

♥♥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白頭偕老♥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

�� �������伉儷伉儷伉儷伉儷～～～～�����
�� �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夫人生日夫人生日夫人生日夫人生日～～～～��
� � �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 � � �
 ���!"��#～～～～���� � � � $%&�'～～～～����� �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 � � � � � �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
*%���夫人夫人夫人夫人～～～～��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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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 卷

中華民國 �

一 ０ 三年�

五 月 五 日�

第 � ��� 期 �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月月月月 �	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台中港區社授證名單，，，，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目前報名人數：：：：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位位位位�
（（（（至至至至 �月月月月 �日止日止日止日止））））��� ��%'+
、、、、,�-.������+�、、、、���
����/����+�、、、、���0��＊＊＊＊�、、、、������+�、、、、����%1��+�、、、、���
,2%�+�、、、、���0����+�、、、、�%3+
、、、、(%')+�、、、、��2��+�、、、、�������+�、、、、
.����1+�、、、、4������+�、、、、�)!+�、、、、�%��&+�、、、、��55+�、、、、6'&+
、、、、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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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參與。�

�� 主持人：社長或指派的職員。�
�� 目的：討論扶輪的的計劃活動及社員
教育、以各領導人的報告為討論重
點，並可包含不同委員會的擇要報
告、應以攸關全社的議題為重，及有
關各委員會面臨之問題。�

�� 社務行政會議的主要目的在各委員
會對社裡的運作，以各主委為主體，
對未來的計畫做出報告與施政方
針，大家檢討。�

	� 討論相關議題：服務計劃與活動、社
員教育、社員成長與保留社員策略、
扶輪計畫、公開論壇。�


� 召開時機：�
�� 地區講習會後 �月 �日就任前，
由社長當選人主持。�

� 檢討與討論講習會之建議及國
際扶輪主題。�

� 討論與通過全年之活動。�
� 公式訪問前 �個星期。�
�� 公式訪問期間：與地區總監討論
扶輪社狀況，及提出之疑議國問
題，及需要協助及解決之事項。�

�� 扶輪年度的中點����月�：檢討
扶輪社達成目標的進度，決定尚
待完成的計劃。�

�� 地區年會後：地區年會中獲得的
構想與建議，充實扶輪社計劃。�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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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騎 �公里，我捐 �塊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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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4�� ""��#�$£
¤$¥¦�§£¨©前往參加，�月 ��
日從台灣啟程，抵達韓國已經很晚。第二
天因為西群山社希望我們中午前抵達，所
以一大早就出發，抵達後，西群山社社友
帶我們去吃最著名的人蔘雞，用完餐後安
排參觀群山大堤，此大堤是將沿海的地方
蓋起堤防，總長 ����公里，預計 ����年
完工，非常壯觀，建議社友下次再去一定
要去參觀這個景點。接著晚上參加他們的
慶典，他們目前社友有 ���位，慶典時集
體宣誓計 ��幾位；另外是他們今年也開
放女性社友加入，目前有 �
位女性社友。�

第三天早上，西群山社請我們吃牛骨
湯，�份������韓幣�約台幣����元��，
之後也安排我們去打球，費用為��
�����
韓幣�約�
����台幣�，他們社友都沒有打
球，只安排 �位社友陪我們走，這位社友
之前在山東經商，中文還不錯，今年授證

也會來訪。當天下午前社長元相然邀請到

全州韓屋村，這個地方有幾個重要的景
點：慶基殿－擺飾韓國的開國皇帝肖像

畫，就是韓劇中的玉真像；殿洞聖堂－

����年建立，可說是韓國最美的教堂。
之後，元相然前社長也招待我們用餐，
用完餐後返回飯店休息，隔天我們即返

回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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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ËÌÓè以照相才敢拍，沒有說就
不敢，北韓這個地方封閉，下次應該不
會再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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