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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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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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鳴鐘開會－Genius 
2. 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Jeff 

A. 聯誼報告 
B.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C. 頒發 RYE Inbound 學生獎學金 

4. 社長時間 
A. 秘書報告－Yo chih 
B. 社長報告－Genius 
C. 各委員會報告 

5.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報告—PP Telephone 
6. 社友時間 
7. 出席報告－出席主委 King 
8. 歡喜時間－糾察主委 Noodles 
9. 鳴鐘散會～聯誼餐會 
 

近期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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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7 本社社務行政會議【翰品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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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7年 4月 2日出版 第 41卷第 31期 

永浴愛河 
◎ Longer伉儷～79/4/7 

◎ Marlon伉儷～95/4/26 

生日快樂 
◎ Genius夫人～4/1 

◎ Kuo chi夫人～4/1 

◎ Doson夫人～4/2 

◎ Doson～4/15 

◎ Genius～4/28 



第 2138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Borlin 

 恭禧本社接待的交換學生林建一及
廖信宇分別獲華語發表團體組及個
人組冠軍。 

 台中港區社授證 47 週年慶典訂於
5 月 10 日於梧棲新天地舉行，本
社將規劃 2 天 1 夜行程，敬邀各位
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並請向
兄弟社主委 Paint 報名。 

 歡迎 PP Civil 馬爾地夫旅遊平安歸
國。 

 PP Telephone 與電器公會到日本
開會暨旅遊，祝旅途愉快。 

 剛收到捷報，恭禧本社榮獲總監盃
高爾夫球賽團體組冠軍。 

 恭禧社友 Window 弄瓦之喜。 

社長時間～ 

社書報告～社長當選人 Yo chih 

3490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718150號函—三重泰安扶輪
社經 107年 1月 21日社員大會投
票決定，於 1月 31日解散。 

 第 201718153號函—本社 Inbound
學生廖信宇於 3月 18日花蓮分區
舞蹈練習中缺席。經家長、學生、
委員、地區主委協助尋找後，發現
學生前往宜蘭，且行程並未告知家
長。本會給予禁足處分，將由委員
視學生表現評斷是否解除禁足令。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4月 4日例會，適逢
清明連續假期休會一次。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PP Civil 

 士林社很多計畫都在花蓮，原有一
筆款是希望配合我們做有關 0206
地震的服務案，但我們也沒有特別

的案子，草山社 PP Hipo 的構想是
希望結合辦理—捐助花蓮署立醫院
行動不便接送巴士，預算 300 萬
元，他將協助我們，希望社長當選
人可以明確回覆，是不是願意主導
此計畫。內容也可不受限於此，有
更好的計畫也可以提出討論。 

社員委員會：PP Elephant 

 Doson 今天早上突然暈眩，之後到
門諾醫院掛急診，經檢查是大腦梗
塞，稍後有空的社友可以一起去門
諾醫院探視。 

 本人因為個人情緒問題，對於上週
Rotex 學生來時沒有支持的原因做
個解釋，Rotex 是 RYE 的附屬組
織，RYE 至今有 400 多萬的結
餘，應該由他們自己負擔此費用，
不應再至各社樂捐。 

 恭禧本社接待的學生，波蘭學生廖
信宇獲華語發表個人組冠軍，他跟
我每天練習半個小時，練了 3 週，
他真得蠻厲害。 

節目時間～Jimi 

上週節目主委 Jerry 打電話給
我，希望我在今天的例會與社友分
享，我當時的回覆是等我確認，幾天
後我打電話給 Jeff 回覆，Jeff 被我搞
得一頭霧水，還以為是他自己喝醉酒
亂打電話造成的，對 Jeff 感到抱歉。 

社裡以雇主偏多，所以一直在想
要分享有利雇主權益的題目，本來想
分享＂解雇＂，但現在的氛圍，所選
擇了～競業禁止  

雇主與員工在勞動契約或離職
後，約定在離職後的一段時間及特地
的範圍不能從事類以相關的職業或技
術的相關活動。本人分四點討論： 
1. 雇主應該保護的利益如何評價。 
2. 避免惡性的跳槽及挖腳。 
3. 客戶的機密資料。 
4. 補償金 A.至少薪水一半 B.夠生

存。 
競業禁止本身就是雇主與勞工立

場的不同，有利害與衝突，如何平
衡，法律與勞動部都偏向勞方。因此
競業禁止可能不太會成功。 
～期待下次 Jerry 再打電話給我～ 

 
社友 Jimi職業分享 

社友時間～ 

PE Yo chih： 

 我跟花蓮醫院還算熟識，他們原來
去年有編列 100 萬，是想購置復康
巴士，但目前有單位有給他們 1 台
中古的，所以不清楚 PP Civil 提的
這個案子是不是還有需求，據我所
知目前比較需要是豐濱分院人工
CPR 設備，整套約 90 多萬，若是
支持此案就不需要申請全球獎助
金。所以我再詳細瞭解。 

PP Hegar： 

 腦部血管阻塞叫腦中風，通常剛發
生可以打溶血劑，但有後遺症，可
能會造成大出血。 

歡喜時間～代理 Phil 

紅箱收入$19,900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1,500 元、社長當
選人$1,200 元、出席及補出席社友各
$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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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人  

補出席 21 人 

Telephone、Leo、
Engine、Jason、
Lunch、Cab、
Mark、Genius、
Kuo chi、
Noodles、Eagle、
Paint、Jeff、
Water、Doson、
Window、Mega、
Fred、Jerry、
Bulega、Longer 

缺席人數 12 人 

Camera、Toein、
Luke、Ceiling、
Sky、Reg、
Chili、John、
Ken、Better、
Gang、Bennett 

出席率 76.47% 

 ～例會及活動翦影～ 

 

 
恭禧 Window弄瓦之喜 

5/10-11台中港區扶輪社授證之旅名
單：(懇請尚未報名之社友儘快報名) 
PP Camera、PP Toein*2、PP 
Engine*2、PPJason*1(自行前往)、 
PP Ivan、PP Lunch、PP Cab*2、
Genius、Yo chih、Noodles*2、
Eagle*2+1、Paint、Bulega*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