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代理 Chris 

社員人數 55 人 請假 1 人 
免計出席 3 人  
出席人數 32 人  
補出席 4 人 Young、Leo、Civil、Mega 

大陸 1 人 Sky 

缺席人數 14 人 

Camera、Toein、Mark、Luke、
Ceiling、Reg、Chili、Marlon、
John、Ken、Better、Gang、Jimi、
Bennett 

出席率 72.55% 

歡喜時間～Noodles 

紅箱收入$35,800元(含$16,000元專款專用) 

備註： 
1. 統一歡喜社長$1,500 元、秘書$1,000 元、出席及補出席社友

各$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2. ROTEX 世界大會贊助：社長 5,000 元、Nooldes$4,000 元、

PP Jason$2,000 元、PP Engine､PP Lunch､Yo chih､Water､
Phil 各$1,000 元。 

～IB生華語發表活動翦影～ 

  

   

 

 
2017-2018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汪稚洋、周生銓 
陳慶木、林有志 
羅子憲、吳開陽 
黃安宏、蕭毅群 
吳國璽、江躍辰 
陳勉志、林進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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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志 
副 社 長：陳慶木 
秘    書：孟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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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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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進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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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國安郵局    

          166號信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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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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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社長當選人 Yo chih 
B. 社長報告－副社長 PP Six 
C. 各委員會報告 

5.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報告—PP Telephone 
6. 節目時間 

～競業禁止—社友 Jimi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King 
9. 歡喜時間－Noodles 
10. 鳴鐘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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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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活動預告： 

4/9 本社女賓夕活動 

4/13 士林社授證 42週年慶典 

4/14-15 地區年會【宜蘭運動公園】 

4/18 基隆東區社授證 41週年慶典【基隆水園婚宴會館】 

4/19-22 姐妹社—西群山授證 47週年慶典 

4/20-23華東社國外授證旅遊【日本沖繩】 

4/21 玉里社授證 48週年慶典【玉里高中體育館】 

4/25 東南社授證 29週年慶典【美侖飯店 2樓宴會廳】 

4/28 本社社務行政會議【翰品酒店】 



第 2137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Jeff 

 上週六、日社長當選人訓練會，感
謝協助會議之糾察工作的社友：社
長、秘書、Noodles、Doson、
House、Teacher、Borlin。 

 下週一 Genius 社長及主委 Fred 將
率隊參加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祝福
獲得好成績，帶回冠軍獎盃。 

社長時間～ 

社書報告～Yo chih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718148 號函—邀請報名國際
3490 地區主辦”扶輪新世代，卓越
新血輪"聯誼活動。 
1. 時間：4 月 8 日下午 4:00； 
2.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廣場； 
3. 活動人數：為 100 名(男性 50 

名、女性 50 名)，並按完成報
名順序，額滿為止。 

4. 報名費用：每位$1,200 元。  
5. 報名資格：  

A. 未婚之扶輪社男、女社友 
B. 未婚的扶輪二代 
C. 年齡限制滿 23 至 45 歲 

6. 報名方式：一率採網路報名。 
對此活動有興趣者，請自行向秘

書處詢問相關細節。 

各社來函 

 友好社—基隆東區扶輪社41週年授
證邀請函，恭請蒞臨指導。 
1. 時間：4 月 18 日下午 5:30 註

冊聯誼；6:00 典禮開始 
2. 地點：水園婚宴會館 

 花蓮中區社來函，函知授證 35 週
年紀念慶典時間、地點由。 
1. 時間：5 月 31 日下午 5：30 註

冊、聯誼，6：00 鳴鐘開會；  
2.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社長報告～Genius 

 今天早上與 Doson 前往化仁國中
接受他們的捐贈，地震後他們一直
很關心我們，因此他們將地震後第
一座盃送給我們，給我們打氣，該
校校長也說以後有人力的需要他們
可以協助，當下聽了真得很感動。 

 感謝上週六、日協助社長當選人訓
練會的社友，活動圓滿，相信明年
團隊在 DGE Li-Shin 的帶領下會更
上一層樓。 

 今天與會的二位 Rotex 學生，主要
的目的是希望讓各位 uncle 們瞭解
2018Rotex 世界大會的工作。 

 4 月 19 日西群山授證；4/18 基隆
東區社授證，希望這二個行程都可
以圓滿參與。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Elephant 

 上週六、日於美侖飯店舉行的社長
當選人訓練會，本人擔任陪同講師
的工作，本人與新荷社 PP Birde
與各社社長當選人分享～扶輪核心
價值及文化靈魂所在。 

 最近本社有一些狀況，但我們的精
神還是在，套句成語「百足之蟲，
死而不僵」。擔任社長期間就是奉
獻，奉獻時間及精神，雖然其政策
沒有獲得多數社友認同，但還是要
支持。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 

PP Telephone 
 截至目前收到的善款$33,000 元，

物資有傳統手機及料理鍋，物資因
為他們都有造冊所以還是會收下，
之後在社裡的活動再拿來運用。 

 上週六參加雲門翠堤大樓全體戶會
員大會，目前管理委員會基金有
160 多萬元，會留一部份打官司，
其他退給每一住戶。 

 目前主要是二個方案：參與北埔的
永久屋重建及領補助金，本社將領

取補助金，每坪 11 萬。另一災害
發生時各住戶領的 20 萬，我會再
去追回我們的權益。本人最近常常
跑縣政府確認消息，希望獲得完整
消息，照顧我們的權益。 

節目時間～ 

～2018 Rotex 世界大會—Rotex 世
界大會總召集人呂宜儒 先生 

 
今天很榮幸可以參與貴社之例會

並向各位介紹我們爭取到的 2018 
Rotex 世界大會主辨權，這是扶輪的
大事情，希望大家有機會參與。本人
是 2012-13 年度派遣至法國的交換學
生，歸國後一直在 Rotex 服務，回饋
RYE；2016-17 年度擔任 Rotex 會
長，現在全心在籌劃此大會。 

Rotex 是 RYE 交換學生歸國後組
成的聯誼會，主要協助 RYE 辦理 IB
及 OB 學生的活動。 

Rotex International 是於第三屆
的 Rotex 大會時成立的，當時 5 個理
事中台灣佔有 1 席。目前 22 個國家
61 個地區都有 Rotex 的組織，我們也
致力於國際間的交流。 

第 3 屆的 Rotex 世界會議，我們
台灣有 5 位學生去參加，就在想有沒
有機會拿下主辦權，我們一起分析我
們的能力及優缺點，最後決定爭取，
很開心最後受到各國肯定，並獲得掌
聲後通過，將主辦權交給我們 

Rotex 世界大會，前三屆分別在
法國、比利時、德國舉行，都屬歐洲
國家，第一次將機會帶到亞洲，希望
可以給各國 Rotex 們亞洲觀點，最重
要將台灣的好及熱情讓全世界知道。

本次大會議程由 3 個部份組成：研討
會、晚會及旅遊。全會討論的議題～
Rotex 的定位(目前屬於前受獎人)，
會議預計 400 多人參與，目前有 200
多人報名，也陸陸續續成長中。我們
的工作人員主要朝幾個方向：各社募
款、與各廠商接洽及邀請演講者，並

與多
地區
基金
會合
作會
後旅
遊。
目前
經費

還有 100 萬的缺口，還在努力，承辦
此大會對我們意義很重大，對本地區
也是不同體驗，感謝總監支持。我們
的使命是讓全世界知道台灣的好，也
希望與大家共享榮耀的時刻。 

社友時間～ 

PP Hegar： 

 ML 在尚未當社長當選人時我就有
跟他說，他的業務很忙接任社長會
不會應付不過來，但他的回覆是：
他一輩子的願望就是想當社長。前
天他打電話給我，他在廈門與朋友
投資牛樟芝的工廠，沒辦法回來參
加社長當選人訓練會，我就告訴
他，這樣社長就不好做了。ML 是
在 PP Jason 擔任社長時入社，我
也算是半個介紹人，人生起起伏
伏，為了港區社永續長存，他尚未
繳的社費由本人負責。我也希望往
後誰介紹社友進來，也要負責(包
含費用)。 

Noodles： 

 NGSE 本社原有推薦 1 位曾凱翎同
學，原獲高分錄取，但土耳其出團
的時間剛好遇上學校的活動而沒辦
法參與，因此今年 NGSE 團本社不
用接待，他有跟樹林芳園社 PP 
Lisa 說，希望能保留到明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