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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扶輪社友們： 
作為國際扶輪社長，我的任務之一是要在所到之處鼓勵及激

勵見到的扶輪社員們。傾聽他們所說的意見也是我的任務。我要
聽聽扶輪社員們在想、在做、在規劃些什麼，無論是一個成功的
計畫、一項尚待克服的挑戰、一個極佳的扶輪日或一個新想法。
因此每當我旅行時，我都會請主人談談他的扶輪社。哪些地方做
得好，哪些需要改進。我們在國際扶輪總部能提供什麼協助？ 

答案總是很有意思，而且經常令人驚訝。有時我會提供建議
或想法；有時我能夠牽線使計畫往前邁進。通常，我回到伊文斯
敦時會帶著一些幫助引導我們決策的構想及見識。但是我認為這
些談話最有價值的地方在於我聽到的那些故事──那些，總的來
說，敘述扶輪的故事。 

在亞特蘭大，我出席了一個崇敬教師的扶輪活動，聽到了一
個又一個幫助增進識字能力及如何因此改變生活的故事。在伊士
坦堡，我出席了一個輪椅競賽，得知土耳其扶輪社員正在努力用
什麼方法改善殘障人士的生活。在秘魯利馬，我跟一個等待將近
20年才被邀請加入扶輪社的團體研究交換團前團員談話，聽到重
返扶輪對她的生活有什麼改變。 

我聽到讓我開懷大笑的故事，也聽到讓我熱淚盈眶的故事。
我聽到我們的服務如何改變其他人的生活以及如何改變我們身為
扶輪社員的故事。當我聽到這些故事，我不禁會想：要是能介紹
更多多人進入扶輪，我們可以多改善多少人的生活？僅僅藉由分
享我們自己的扶輪故事，我們便可以多介紹多少人加入扶輪？ 

在這個扶輪年度，我正是要請你們那麼做：分享你的們的扶
輪故事。在社交媒體及透過國際扶輪網站，把你們的扶輪故事告
訴你們的朋友。凡是能激勵我們，鼓勵其他人加入我們的，就是
我們的扶輪故事；在我們致力於光耀扶輪時，這些故事有助於光
耀我們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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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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	8:00) 
～中華扶輪受獎生～ 
盧安邦同學：網絡公共領域中的資訊串連與改造 
林怡君同學：從歐盟禁止海豹製品及其行銷案論爭端 
            解決機制下公共道德條款之適用 

8. 出席報告(8:00	8:02)－出席主委Reg 
9. 歡喜時間(8:02	8: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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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4人  

補出席� 11人 
Young、Telephone、Toein、Engine、Ivan、
Kuo chi、Sky、Eagle、Jeff、Art、Window 

缺席人數 9人 
Six、Luke、Lawyer、Perry、Rice、Alex、
John、Ken、Kiwi 

出席率� 8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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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統一歡喜：社長$1,500 元、社長當選人$1,200 元、秘書$1,000

元、副社長$600 元、出席及補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

$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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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本社第更正本社第更正本社第更正本社第 8 次理事會記錄第三案內容次理事會記錄第三案內容次理事會記錄第三案內容次理事會記錄第三案內容～～～～ 

提案人：服務計畫主委江躍辰 
案 由：因應本社主辦之全球獎助金計畫成案及業務執行推 

動，擬成立全球奬助金特別執行委員會，請討論。 
說 明：擬設置委員會【委員長：1 名(黃安宏)；委員委員委員委員：：：：�名名名名

(陳勉志、林聖元林聖元林聖元林聖元、羅子憲、林進鉎、陳慶木、吳國
璽、江躍辰、汪稚洋、林喬祥)】�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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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本社主辦之全球獎助金計畫，
���	
�����用了很多心力，目前將
進入下個階段，將成立特別委員會

協助此計畫，希望2月可以讓案子順
利讓3�審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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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有到場，典禮盛大，學生也感

受到扶輪給他們的支持與鼓勵，也

會在這樣的機會好好努力，積極參

與扶輪的活動'�

�	�	�	�	�����������������

�

�������������	���	���	���	���	�





���������������������

DEÆF�GÂHI�JK�L,
MWHIV,�NHwOÓÆ×ÔPÔ

��âQRST�並活化我們的細胞
及心靈。�

宋朝UVóDWXYEZDM[
\@]:^�F?W_`�・ab・
�ý・cd・ef・ghi@N�
j' 

kÆ�lH�m}ØnXoUV
sp!Hq!�Ù�rds-t'�

uvwWØuvHxy¼p�'
uvwâZz4{|!}°!}~
�������Ô�W������
ÓN�UV�Ó�ÍÎ�'uvw�
V���m�UVuvH�ÆOØ�
������m��UV�W��'
�-��Æ��4ê��Ìµ�N5Â
�������ákW����)�
�W�'��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