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 Civil： 

 本人今天發表不代表事情的對不對，只是想闡敘事情的來
龍去脈— 

此事情的發生時間點是在我們二 Home 要換至三
Home 家時，Better 夫人於 FB 上 PO 其個人感想，波蘭
學生看到了，將其轉貼在我的 line 上，我也因此到 Better
夫人的 FB 上寫了我的感想，但卻被他刪掉且退出好友。
雖 Better 夫人是寫接待巴西學生的感想，但卻是波蘭學生
轉載給我，且告訴了他的顧問，當時顧問 Noodles 有跟
PP Elephant 溝通，因為此時波蘭學生在 PP Elephant
家，PP 當時沒有處理，其原因及理由是他的個人立場，但
他說我慫恿學生，這是令我不舒服的原因。 

取消 Better 家庭之後的接待，雖本人沒有義務幫他，
但事情要理性的處理，也應尊重社裡委員會。很遺憾此過
程中讓本社失去一位社友，但不能因為退社，此學生的學
費就不繳，這是扶輪社給予我們的服務。Better 夫妻對孩
子的初衷沒有不好，每個接待家庭有不同的接待方式，我
們要給予尊重。 

至於接待上衝突的發生要如何處理，講習會都有說，
並有特別明訂不能在社群發表。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54 人 請假 1 人 
免計出席 3 人  

出席人數 35 人  

補出席 2 人 Elephant、Mega 

缺席人數 13 人 
Camera、Toein、Afuku、Luke、
Ceiling、Kuo chi、Jeff、Reg、John、
Ken、Jerry、Gang、Bennett 

出席率 74% 

歡喜時間～Noodles 

紅箱收入$22,900 元；拍賣收入$1,600 元 

備註： 

1. PP Leo$3,500 元(歡喜買新車)； 
2. 社長$1,600 元(拍賣收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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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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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以中文介紹派遣國家＂巴西、波蘭＂—林建一、廖信宇同學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King 
9. 歡喜時間－Noodles 
10. 鳴鐘散會 

第 2140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Pa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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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Je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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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1玉里社授證 47週年慶典名單：PE Yo chih、Eagle、
Chili、Ken、Borlin 

◎ 4/25 東南社授證 29週年慶典名單：P. Genius、Eagle、PP 
Six、Water、Bul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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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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iling 全家到日本旅遊，恭禧平
安歸國。 

 5 月 10-11 日台中港區社授證合併
旅遊活動，請尚未報名的社友儘快
報名。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Eagle 

各社來函 

 花蓮社來函，謹訂於 5 月 14 日舉
辦授證 57 週年慶祝典禮，誠摯邀
請各位貴賓及各社全體社友及夫人
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1. 時間：5 月 14 日下午 5:30 註

冊、聯誼；6:00 典禮&全球獎
助金案捐贈儀式。 

2.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社長報告～Genius 

 4-5 月是各社授證慶典的旺季，請
有輪值的社友儘量撥空參與，將情
誼於此刻表現出來。 

 關於本社社館倒塌的建物補助款，
目前己有確定的補助金額，稍後請
主委詳細報告。而後續重置工作，
本社都有相關行業的社友，皆不需
假於他人之手。若社友有好的地
點，也歡迎提供委員會參考。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PP Cab 

 更生日報致電，希望本社提供 5 個
燈謎的獎金$2,500 元。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PP Civil 

 草山社 PP Hippo 將於 4 月 24 日
到社裡向各位社友報告關於行動醫
療車的計畫。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 

PP Telephone 

 建物及房租補助款已於 4 月 3 日匯
入本社銀行戶頭，分別為
$4,093,287 元、$240,000 元。 

 房租補助款的部份原來是 1 年也變
更為 2 年。 

社友時間～ 

PP Hegar： 

 關於剛服務計晝主委分享的案子，
我們這屆沒有此筆預算，是不是由
下屆處理。 

～例會暨活動翦影 

 
社長拍得 PP Telephone出國帶回之紀念品 

 
參加士林社授證 42週年慶典 

 

 

 

 

 提醒 4 月 13 日參加士林社授證
42 週年慶典的社友，當天搭乘
下午 2:40 的火車前往，回程搭
乘晚上台北 9:22 的火車返回。 

 提醒參加 4/14-15 地區年會的
社友，本社搭乘早上 7:27 的火
車（未拿到車票的社友請向執
秘領取），當天早上社長會為各
位準備早餐。並請於宜蘭火車
站下車，地區有安排接泊車於
宜蘭後火車站接泊至會場—宜
蘭運動公園。 

 今天例會後將召開社長提名人
審核會議及理監事會，請相關
人員會後繼續留下。 

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17-2018年度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2018年3月30日(星期五)17:30           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值東：2017-18年度及2018-19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8位 
主席：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謝永豪AG Source       紀錄:王淑霞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應到44人，請假 7 人，缺席 0 人，實際出席 37 人 
二、主席致詞：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謝永豪 AG Source 致詞(略) 
三、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曾菊櫻 AG Sakura 致詞(略) 
四、2018-19 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致詞(略) 
五、報告事項：(略) 
六、討論提案：  
案由一：2017-2018年度花蓮第一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地區獎助金結算報告。 
提案人：新荷扶輪社(承辦社) 
說 明：本案地區獎助金收入金額153,660元、一分區各社贊助39,000元，收入合 

計309,660元；支出合計341,200元 
決  議：不足款 31,540元經協議由第一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及第一分區 

各社社長分攤。 

案由二：2017-2018年度花蓮第二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地區獎助金結算報告。 
提案人：華東扶輪社(承辦社) 
說  明：地區獎助金147,750、二分區各社贊助120,000元，收入合計267,750元， 

支出合計218,302元，結餘49,448元，是否待地區獎助結案簽結後退款。 
決  議：本案因地區尚未撥付，結餘款暫由華東社(承辦社)保管，以期年度結束 

前可再共同辦理聯合社區服務案。 

案由三：2017-18年度第 28 屆地區年會晚會表演節目贊助款案。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Source 
說  明：感謝美侖山社代表花蓮地區年會晚會表演節目擔綱演出，第五次社秘會
決議本屆運動會結餘款支應7,269元補助費用，各社贊助款需討論。 
決  議：每社贊助款 5000元。 

案由四：建請修正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各社2017-2018年度聯
誼公約案，以利移交花蓮各社聯誼公約案。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Source 
說  明：1.修改二、各社若逢喪事：(包含社友之配偶、直系血親一親等)  

2.增加 p.12 四、所用之信件、郵件及通信投票等用語，將包括利用電子
檔郵件及網際網路技術，以降低費用並增進溝通效率。(依國際扶輪社章
程第 21 章用詞解釋) 

決  議 : 照案通過，修改內容自即起生效。 

案由五：確認第七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值東社：華東社及新荷社)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Source 
決  議：1.時間：5月 12 日(星期六) 17:30；2.地點：晶采联营婚宴會館。 

案由六：確認 2018-19 年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人：2018-19年度一分區助理總監陳喜泉Koda 
決  議：1.時間：5月25日(星期五) 17:30；2.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七、臨時動議時間 
1. 花蓮捐血中心站長朱令如，邀約花蓮地區扶輪社友繼續支持辦理並招募

捐血活動；謝謝 3490 地區扶輪社捐贈捐血車愛心號，因捐血車已老舊
是否列入花蓮地區扶輪社捐贈項目計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