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三港區兄弟社協約書 
第1條 三社共同透過三港區兄弟社促進社員間之友誼以弘揚

扶輪精神 服務社會人 為目的  
第2條 本協約書自締造日起永久生效，但三社中任一社倘有不

同意繼續結盟時應於六個月前提出書面聲明  
第3條 互相交換社員名冊 刊物 什誌 扶輪活動影片 相片

錄音帶 幻燈片或當地土產等  
第4條 三社經常通信報告其本社之活動狀況及其他消息，並將

其 載於社 介紹  
第5條 社員旅經兄弟社之地方或近鄰時，務必出席兄弟社例會

報告其本社之近況  
第6條 社員及家族或旅伴前來訪問時，對方應妥為照顧並給予

方便  
第7條 三社社員同一職業者，應在職業技術上互相聯繫及協

力，促進彼此發展  
第8條 為促進年輕一代的知識交流舉辦社員子女交換訪問增

進彼此間的瞭解與活動  
第9條 舉辦兄弟社聯合例會暫定每年一次輪流主辦  
第10條 其他未定事項由三社協議另定之  
第11條 本締結書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在蘇澳扶輪

社締結並一式三份各社保持乙份  

三港兄弟聯誼公約 

一  授證禮金 12,000元  
二  三港兄弟聯合例會註冊費每人

500元，以現職社友人數計算，
但不包含寶眷社友(102.11.15修改)  

三  喪事－社友本人：罐頭塔 2,000
元 輓聯 花籃一對，其他兩社
社友每名 500元奠儀(102.11.15修

改) 直系親屬：輓聯 花籃一對
1,000元以內 由發生社統一
訂製，再向其他二社請款  

四  公祭－社友喪事由社派人參
加，直系親屬自由參加  

五  喜事－社不統一處理，社友自行
視交情處理  

六  高爾夫球聯誼賽－每年由三港
聯合例會主辦社承辦 主辦社提
撥經費 30,000元  

締盟書 

國際扶輪三四九０區蘇
澳扶輪社 花蓮港區扶輪
社 三四六０區台中港區
扶輪社，以彼此地理環境
相似，均擁有國際商港，
同為台灣對外海上交通
門戶，互通聲息，息息相
關，有若兄弟 茲為增進
彼此之友誼，其同合作，
以響應政府開發海洋資
源，擴展經濟活動領域，
促進社會繁榮 特結為扶
輪三港區兄弟社，並擬定
協約書，期相策勵，共同
為扶輪理想，人類幸福而
努力，謹立締盟書，以資
信守  

 

 

2016-2017年度 

理事會名錄 

羅子憲、汪稚洋 
周生銓、張志賢 
林 鉎、林聖元 
吳開陽、黃安宏 
蕭毅 、吳國璽 
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余國基 
林有志、鄭宗治 
李耀昇、潘正忠 
周國正、張正治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羅子憲 
社長當選人：汪稚洋 
副  社  長：張志賢 
秘    書：周生銓  
糾察主委：李耀昇 
財  務  長：潘正忠 
出席主委：吳睿綸 
節目主委：葉逢時 
聯誼主委：林有志 
膳食主委：余國基 
社 主委：陳勉志 
扶輪知識  
主    委：林聖元 

公共關係  
委員會主委：蕭毅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林聖元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黃明隆 

社       員 

委員會主委：林 鉎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汪稚洋 

 
例會時間：每 一 

          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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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洄洄洄瀾瀾瀾週週週刊刊刊  
 

          台中港區 花蓮港區 蘇澳扶輪社聯合例會 

                          程 序 表 

司儀：蘇澳扶輪社 節目主委林永裕 Builder 

一 註冊 聯誼  

二 鳴鐘開會             蘇 澳 社 社 長          蘇晉慶 Plank 

三 唱  扶輪頌  全體社友      

四 介紹各社社友及夫人 台中港區社聯誼主委      顏加丞 Land 

 花蓮港區社聯誼副主委    陳勉志 P.P.Mark 

 蘇澳社代理聯誼主委      陳銘裕 Rich 

五 社長致詞             蘇 澳 社 社 長          蘇晉慶 Plank 

                         台中港區社社長          鄭陽春 Broker 

 花蓮港區社社長          羅子憲 Afuku 

六 社務報告 台中港區社秘書          陳招辛 Tony 

 花蓮港區社秘書          周生銓ML 

 蘇 澳 社 秘 書          呂輝宏 P.P.Tire 

七 討論議案  

八 聯誼報告 蘇澳社代理聯誼主委      陳銘裕 Rich 

九 糾察報告 台中港區社糾察          林家政 Tweeter 

十 出席報告 花蓮港區社出席主委      吳睿綸 Jerry 

十一 鳴鐘閉會 花蓮港區社社長          羅子憲 Afuku 

十二 餐敘～餘興節目 
 

四大
考驗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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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00  

 
1. $500

$600  
2. Afuku$1,700 Genius$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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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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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inaga Hegar
EN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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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ch Elephant
Cab Ceiling
Eric Marlon
Longer 

 15  

Luke Kuo chi
Sky Noodles
Art Water
Window Willy
Chili Garden
John Ken Fred
Hero Gang 

 72.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