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張仙景先生(PP Camera令尊) 

吳齊安先生(PP Engine令尊) 

蕭崎昌先生(PP Ivan令尊) 

吳超群先生(PP Lunch令尊) 

李旺生先生(Ceiling令尊) 

余宗柏先生(Kuo chi令尊) 

周紹鵬先生(ML令尊) 

鄭柳朝先生(Noodles令尊) 

林輝雲先生(Reg令尊) 

黃森郎先生(Window令尊)  

吳忠友先生(Chili令尊) 

王慶祥先生(Garden令尊) 

劉自豁先生(Mega令尊) 

黃重雄先生(Marlon令尊) 

王格非先生(Ken令尊) 

葉啟忠先生(Fred令尊) 

廖武清先生(Better令尊) 

吳進源先生(Jerry令尊) 

蔡有得先生(Bulega令尊) 

趙信雄先生(Longer令尊) 

鄭明輝先生(Gang令尊) 

邱順一先生(King令尊) 

林松茂先生(Chris令尊) 

馬自勝先生(House令尊) 

籃清安先生(Jimi令尊) 

 

分享～ 地帶體系 

2017 1 國際扶輪理事會第94號決議案 

地帶 國家／地理區域 

1 孟加拉 印尼 日本(北部) 巴基 坦 

2 關島 日本(中部) 密克羅尼西亞 北馬里亞納群島 帛琉 

3 日本(南部) 

4 印度(西部及北部） 

5 印度(南部) 馬爾地 里蘭卡 

6 不丹 印度(東部) 尼泊爾 

7 印度(中部及南部) 

8 澳大利亞 紐西蘭 洋群島 

9 中國 香港 澳門 蒙古 台灣 

10 
汶萊 柬埔寨 寮國 馬來西亞 緬甸 菲律賓 加坡
泰國 

11 南韓(北部) 

12 
 
 

南韓(南部) 

* 以下地帶編號係2017 1 國際扶輪理事會初步決定惟可能改變 分
組及配對由國際扶輪理事會2017 6 會議正式核可  

 

 

2017-2018 度 

理事會名錄 

汪稚洋 周生銓 
陳慶木 林 志 
羅子憲 吳開陽 
黃安宏 蕭毅群 
吳國璽 江躍辰 
陳勉志 林 鉎 
余國基 鄭宗治 
汪譽正 黃建華 
黃建發 林裕煌 
劉之浩 黃明健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汪稚洋 
社長當選人 周生銓 
副  社  長 陳慶木 
秘    書 林 志  
糾察主委 鄭宗治 
財  務  長 劉之浩 
出席主委 黃廣信 
節目主委 吳睿綸 
聯誼主委 汪譽正 
膳食主委  
社刊主委 陳勉志 
扶輪知識  
主    委 劉悟民 

公共關係  
委員會主委 戴延宗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陳勉志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林 鉎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江躍辰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周生銓 

 
例會時間 每 一 

          下午6:30 

例會地點 花蓮美侖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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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主委： Jerry 

1. 6:0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2.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Jeff 

A. 慶祝父親節暨頒發父親節禮金 
B. 聯誼報告 

4.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主委 PP Leo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Yo chih 
B. 社長報告－Genius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節目時間 
～2016-17 RYE交換學生歸國報告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Hiro shin 
9. 歡喜時間－Noodles 
10. 鳴鐘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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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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姓名 派遣國家 

黃暐翔 墨西哥 

李昶佑 巴西 

 



2104  

Genius 

1

 

 

52

3H
1

1

 

AG Source ( ) 

DG 

Beadhouse 

Noodles 

$36,900 $

,000  

 
1. DG Beadhouse $6,000 AG 

Source DVS Billy $1,000  
2. PDG Young$5,000  

3. $1,500
$1,200 $1,000
$600  

Hiro shin 

 54   

 3  
Morinaga
Hegar EN 

 1  Garden 

 35   

 4  
Elephant
Paint Mega
Chris 

 11  

Toein Civil
Afuku Luke
ML Sky Ken
Better David
Gang A Ming 

 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