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月月月月文告文告文告文告～～～～家庭家庭家庭家庭� ��扶輪的根基扶輪的根基扶輪的根基扶輪的根基�敬愛的扶輪社友們： 
如果你看一下扶輪行事曆，你就會很容易看到扶輪組織的優先項目

何在。扶輪年度從7月開始；8月是我們的社員月、9月我們慶祝新世

代、10月是職業服務月等等，把我們的注意力導向扶輪不同的重要主

題。 

這個方法很好，提醒了我們該談談那些主題，否則我們可能在忙碌

的扶輪年度內忽略了那些主題。但是我們都瞭解，在我們的日曆上的每

個主題――從聯誼到我們的基金會――都很重要。那些主題全都是扶輪

之所以有今日，以及我們之所以成為扶輪社員的部分原因。 

在扶輪，12月是家庭月。回顧我個人成為扶輪社員這些年來，我看

到家庭對於扶輪有多重要――以及扶輪對我們的家人有多麼重要。 

內人姚世蕾Corinna 在當了扶輪配偶多年之後，幾個月前剛選擇

加入扶輪。我們的三個兒女也全都是扶輪社員。他們全都在各自的時間

加入各自的扶輪社。他們全都在扶輪找到獨特的興趣。當我們看到他們

找到自己的道路，我們對於我們家有這麼多的家庭成員參與扶輪服務，

感到非常驚喜。 

扶輪給了我們大家可以一起參與的好東西。參與扶輪，我們在晚餐

時總有有趣的事可聊。我們都在不同的扶輪社參與不同的服務，所以我

們聚在一起時會聊世界各地的各種人道需求。我們永遠有新的東西可以

學習。 

我們的談話也是教育子女的好方法，因為我們以身體力行來教導子

女生活中真正重要的是什麼。他們可以了解世界不同地方的生活是什麼

樣子，以及當我們有能力時，我們有義務幫助其他人。我想不出有比扶

輪服務經驗更好的方法來教育子女。 

我希望在這個扶輪年度，你們當中有許多人會鼓勵家人加入扶輪、

扶輪青年服務團、或扶輪少年服務團。把你的家人帶進扶輪不僅光耀扶

輪――它也光耀你們自己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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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名錄理事會名錄理事會名錄理事會名錄    陳勉志、林進鉎 羅子憲、吳開陽 黃安宏、蕭毅群 吳國璽、江躍辰 戴延宗、汪稚洋 李經商、鄭宗治 李耀昇、黃建華 潘正忠       職員及五大主委職員及五大主委職員及五大主委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陳勉志 社長當選人：林進鉎 副  社  長：蕭崎昌  秘  書：羅子憲 財 務 長：李經商 節目主委：何智賢 聯誼主委：黃建華 出席主委：林裕煌 糾察主委：汪稚洋 膳食主委：陳志昀 社刊主委：李耀昇 扶輪知識 主  委：黃仁宏 公共形象 主  委：蕭毅群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吳國璽 服務計畫 主     委：江躍辰 社員主委：鄭宗治 行政管理 主     委：林進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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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
節目主委：Pa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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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nt 

4. 7:05�7:10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主委PP Telephone 

5. 社長時間（7:10�7:20）－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Afuku 

B. 社長報告－Mark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社友時間 

7. 節目時間 

8. 出席報告－出席主委Reg 

9. 歡喜時間－糾察主委Genius 

10. 社長鳴鐘散會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	
�

社員人數� 56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9人  

補出席� 5人 Young、Toein、Engine、Water、Garden 

大陸 1人 Cab 

缺席人數 8人 
Camera、Luke、Sky、George、Eric、
Willy、Alex、John 

出席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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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當選下屆理監事各歡喜$200元； 
2.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社長當選人$1,000元、秘書

$800元、副社長及 AG Toein各$600元、出席社友各
$500元、未出席且未補出席社友各$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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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分享分享分享分享】】】】一日志工愛心義賣暨聖誕晚會照片一日志工愛心義賣暨聖誕晚會照片一日志工愛心義賣暨聖誕晚會照片一日志工愛心義賣暨聖誕晚會照片，，，，有興趣有興趣有興趣有興趣

的社友歡迎自行的社友歡迎自行的社友歡迎自行的社友歡迎自行下下下下載載載載 

一日志工＆聖誕晚會@宜蘭丟丟噹廣場：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id3490/sets/72157649853049021/ 

開訓暨萬國博覽會@華僑中學：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id3490/sets/72157647178629053/ 

地區成年禮@大觀書社：

https://www.flickr.com/photos/rid3490/sets/72157649354465529/ 



���� �������������������������

�����������������������	
�

 ��������	
� �����
����的社友：����社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1識別人，讓自己更有信心：�
1. 扶輪社是具有共同興趣$對於扶輪精神
及扶輪宗旨學習做人造就自己的人格

而後去關心別人有共同的興趣%的人士
的集會，其主體為扶輪社員，不是社

長。他們沒有階級的分別，互相鼓勵

彼此教育、培養學習做人並去關心別

人。此為扶輪社員與其他社團會員不

同之一。�
2. 扶輪社的貢獻是透過扶輪社員對於社

會踏實的、更深遠的影響及貢獻。�
3. 社員是邀請入社，不是申請人社，除

了＂事業主＂及＂品德信譽＂良好人

士外，$�%在業界有相當成就$中堅人
士%及$�%對其業界有影響力之人士$舉
足輕重之人士%。而職業分類也是扶輪
社與其他社團不一樣的地方，社員將

扶輪精神及扶輪宗旨帶進其業界、社

會至國外，並得到職業利益的公平對

待。�
4. 扶輪社員不必通告可以到任何扶輪社

開會。$但禮貌上還是打電話連繫%�
5. 扶輪章程規定，社員專心研考扶輪角

色，不希望接任或參與其他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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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快向執行秘書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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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台，根據岳母指示，只有家祭沒

有公祭，所以就不需勞煩大家到台

北，但還是謝謝大家。關於奠儀部

份我將轉捐給社裡做為呆帳基金，

建議理事會討論一下。�
 彭淮南建議台灣各企業明年幫員工

加薪 &3，本人在此也建議社裡幫
執秘加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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