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知識分享～ 

這是屬於你的扶輪社----留住社員的新方法 
社員的長期參與及留在社裡，是成功狀大扶輪社的重要一環，

道理很簡單：新社員的增長，很快就會被無心參與而選擇退社的人
數抵銷。 

除了讓新社員立刻投入外，而社在這方面更多做一步，向新社
員說清楚一件重要的事：這是屬於你的扶輪社！ 

扶輪社是依照國際扶輪的規章成立，但終歸是誰在運作？當然
是社員！所有社員支付會費讓扶輪得以運作，出席例會，並辦理必
要的業務。在某種意義上，社員都是扶輪社的共同所有人，相當於
股東之於公司。扶輪社的社員資格就好比是一張股票，只不過股利
是來自於社員的主動參與！ 

您要如何協助他們善用手上的扶輪股利？他們必須被賦予一個
能當家作主的角色。讓新社員承辦社的服務計畫或募款活動，讓新

社員能夠立刻主導某項要務。 

然而，倘若新社員自認尚不足以承擔如此重責大任，而希望能
先從旁觀摩，也可以找出社內其他領域的事務讓他們有所貢獻並藉
此暖身。讓新社員擔任迎賓員或客串糾察，先參與責任較輕的工
作，並透過加入委員會或前輩的輔導來逐漸加重份量。 

千萬別讓新社員溜走。如果您用行動證明社屬於全體社員，他
們就會長年留在社裡獲得扶輪服務所能提供的成就果實。 

～截錄台灣扶輪 2018 年 4 月號 

～3月 15日氣仙沼ＲＣ社長訪問久留米北區 RC翦影～ 

 
 

姐妹社—日本久留米北區

社等社贊助款明細： 

1. 久留米北Ｒ
Ｃ…1,000,000円 

2. 甘木ＲＣ…300,000円 

3. 気仙沼ＲＣ…100,000

円 

4. 気仙沼南Ｃ…100,000

円 

5. 第 6 グループＩＭ募金

箱…148,819円 
 

 

 
2017-2018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汪稚洋、林有志 
陳慶木、羅子憲 
林聖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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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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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g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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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g 
8. 歡喜時間－Noodles 
9. 鳴鐘散會 
 

◎ 4/13 士林社授證 42週年慶典參加名單: P. Genius、PP 
Engine、PP Cab、PP Civil、Noodles、Sky、Garden、
Longer 

◎ 4/18基隆東區社授證 41週年慶典名單: P.Genius、Eagle、PP 
Leo、PP Ivan、PP Mark、Jeff、Window、Jerry 

◎ 4/19-22 姐妹社—西群山授證 47週年慶典名單:P. Genius、PP 
Leo、PP Ivan、Jeff 

第 2139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Paint 

 3 月 26 日本社的高爾夫球隊不負使命，將總監盃高爾夫球賽的團體組冠軍
獎盃帶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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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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代理 Fred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201718169號函—有關本社
Inbound學生要求更換接待家庭乙
案。 
RYE委員會之決議： 
1. 請立即要求廖姓接待家庭撤除網

路社群之不恰當主觀言論，並考
慮家庭與學生之關係，更換其他
適合且合格之接待家庭接續接待
任務。 

2. 請接待社社長、RYE主委、該生
顧問、社長當選人、主委當選人
速與本會約定時間，說明貴社後
續改善計劃。 

3. 請於4/15完成修改後的【接待家
庭預定表】及簽署2018-19之
【國際扶輪3490地區RYE規則
承諾書(接待社)】 

各社來函 

 士林社來函，函邀出席授證 42 週
年紀念典禮晚會。 
1. 時間：4 月 13 日下午 6:00； 
2. 地點：台北國賓大飯店。 

 花蓮社來函，原 4 月 6 日之例會，
適逢清明節國定連續假期，依年度
計畫休會一次。 

 玉里社來函，謹訂於 4 月 21 日舉
行第 48 屆授證典禮，敬邀來賓蒞
臨指導。 
1. 地點：玉里高中學生活動中心； 
2. 時間：下午 5：30 註冊。 

社長報告～Genius 

 恭禧本社榮獲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團
體冠軍。尤其謝謝這 5 位爭取冠軍
頭銜的社友：Fred、PP Engine、
PP Jason、Mega 及 Eagle。 

 Doson 上週因腦部栓塞住院，目前
已出院在家裡休養。 

 恭禧 Window 弄瓦之喜。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 

PP Telephone 
 截至目前贊助款收入$33,000 元，

另還有兄弟社及姐妹社之捐款。 
 政府有 1 年的租金補助，每月

$10,000 元，已於 3 月 21 已提出
申請。 

 本社不參與重建計畫，將領取重建
救助金，也已提出申請了。 

 土地部份也將賣給花蓮縣政府，將
依公告地價徵收，本社之土地持份
為 105/10000。 

 有關 20 萬慰問金，我極力向社會
局爭取，收集很多相關資料，當時
發放的對象有點模糊。 

社友時間～ 

Phil： 

 針對地區來函關於 IB 生要求更換
接待家庭一事，目前的處理情況： 
1. 已請 Home 媽將 FB 留言撤

除。 
2. 事情發生有 1-2 個月時間， PP 

Elephant 也與 IB 生輔導一段時
間，但都沒有下文。3 月 28 日
地區來函，儘速與當事人訪
談，廖生對 Home 家的心結要
一下解開很困難，原建議他先
回去待一段時間，並向他保證
絶對不會有事情，但他的反應
是完全沒辦法接受。因此目前
就先照地區的要求，先安置至
PP Civil 家，希望找機會讓
Home 家與廖生重新建立互信
及互重的關係。 

3. 建議以後在 FB 留言，請尊重各
人隱私，也不要幫人家取外
號，外國人真得很在意。 

4. 廖生的原生媽媽很在意此事，
也對 RYE 施壓。 

5. 此問題的發生主要是 FB 上的發
言，加上社裡都沒有處理，才
會衍生出地區的來函，所以不
得不先這樣處理。 

PP Elephant： 

 本身職務很多：總監辦公室副主
任、RYE 副主委、本社社員委員會
主委，所以有點乏力。 

 已經接到主委 Tiffany 對廖生他的
反應，廖生將貼圖及意見很直接的
方式表示，本人雖為副主委，但無
法將公文阻檔下來。 

 本人為什麼會那麼激動在群組裡，
這關係本社榮譽，沒有做的事情並
不一定要承認，本人也擬訂答辯
書，供大家參考，希望社友在了解
真相後，可以維護我們的核心價
值，及向 RYE 說明白、講清楚。 

PP Hegar： 

 PP Elephant 對社裡付出很多，他
有他的看法，能不能付諸處理此
事。回覆之文書資料還是應由社
長、秘書及主委處理。不管接待好
壞，不要傷了社友間的和氣。 

PP Civil： 

 每個人都有看法，希望此事可以讓
立場比較清新的委員會去處理，可
以嗎？此份公文是怎麼擬出來的，
針對有些內容本人不認同，也認為
不是事實，本社的 RYE 委員會開
會的決議並不是這樣。廖生與第一
接待家庭並沒有問題，FB 上的內
容是針對另一位巴西生，但投訴確
是波蘭的廖生，為什麼會這樣我並
不清楚。 

PP Jason： 

 此事件最辛苦的是 Phil，他受到很
多方面的壓力，替他感到委屈。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55 人 請假 1 人 
免計出席 3 人  

出席人數 29 人  

補出席 4 人 
Young、Engine、
Water、Bulega 

缺席人數 18 人 

Cab、Mark、
Afuku、Luke、
Ceiling、Kuo 
chi、Sky、Reg、

Doson、
Window、Ken、
Better、David、
Gang、A Ming、
House、Jimi、
Bennett 

出席率 64.71% 

歡喜時間～Noodles 

紅箱收入$28,900 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1,200 元、社長當
選人$1,0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及
補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
$600 元。 

～例會翦影～ 

 
生日快樂 

 
永浴愛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