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社長4月文告 

在奧勒崗州波特蘭1990年國際扶輪年會，當時的社長當選人

保羅‧柯斯達告訴與會的扶輪社員們，「該是扶輪發聲、取得主

導，並喚醒所有扶輪社員參與保護我們的自然資源的神聖運動的時

候了。」他宣佈成立一個「保護行星地球」的扶輪計畫，要求扶輪

社員們把環境問題列入他們的服務課題：種樹、致力於使我們的空

氣及水保持乾淨，以及為未來世世代代保護這個行星。 

柯斯達社長要求當時扶輪的110萬社員每人種一棵樹。照慣

例，我們扶輪社員們在扶輪年度結束時總計種了將近3,500萬棵

樹。許多的這些樹可能今天仍然欣欣向榮，它們從環境中吸收碳、

釋放氧氣、冷卻空氣、改進土壤品質、提供棲地及食物給鳥類、動

物及昆蟲，並帶來其他許多好處。不幸，雖然那些樹持續發揮保護

環境的作用，整體來講，扶輪並未進一步對環境實現其承諾。 

這就是為什麼，在今年一開始，我要效法保羅‧柯斯達，要求

每個扶輪社員至少種一棵樹。我的目標是要超越那120萬棵（或更

多！）樹所帶來的好處。我希望藉由種樹，扶輪社員們將恢復對於

這個必須重新納入扶輪工作項目的問題的興趣：我們這個行星的狀

況。環境問題深深盤根錯節在我們的每一個焦點領域，不能以這不

是扶輪關心的事而不予理會。污染在地球各地影響健康：百分之八

十以上的都會區人口呼吸不安全的空氣，在中低收入國家這個數字

會攀升到百分之九十八。如果目前的趨勢繼續下去，預估到2050

年海洋中的塑膠會比魚多。而且氣溫上升的記錄斑斑可考：從

1880年到2015年，全球年度平均氣溫大約增加華氏2度(攝氏1.1 

度)。這個改變是人類造成的，這點毋須經過科學辯論，如果此趨

勢不加以控制，勢必造成嚴重的經濟及人為的破壞。採取行動的需

求更甚以往，我們需要達到其他的效果之能力也大於從前。 

誠如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所說，「不可能有B計畫，因為沒

有B行星。」我們的地球屬於我們全體、我們的子女，及他們的子

女。保護地球是我們所有人的責任，改善現況是我們全體扶輪社員

的責任。 

 

 

Ian H.S. Riseley萊斯禮 

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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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知識時間—PP Leo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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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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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1 屆第 1 次授證籌備會議 
9. 出席報告－King 
10. 歡喜時間－Noodles 
11. 鳴鐘散會 
 
 
 

◎ 5/10 台中港區社授證 47週年慶典名單:P. Genius伉儷、PDG 
Young(自行前往)、PP Leo、PP Camera、PP Toein伉儷、PP 
Engine伉儷、PP Jason(自行前往)、PP Ivan、PP Lunch、PP Cab
伉儷、PP Mark伉儷、PP Civil、Yo Chil、Noodles伉儷、Eagle
伉儷及小扶輪、Sky、Paint、Fred、Jerry伉儷及小扶輪、Bulega
伉儷。 

◎ 5/14花蓮社授證授證 57週年慶典名單: P.Genius、PDG Young、
Eagle、PP Telephone、Ceiling、Re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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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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例會預告～107/05/07 

例會暨女賓夕&母親節慶祝活動 

時間：下午6:15報到、6:30例會 

地點：美侖大飯店【3樓貴賓廳開會；
1樓自助餐廳聯誼餐會】 

敬邀各位社友、夫人及社友母親踴躍
出席！ 



第 2142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Doson 

 恭禧社長及 PP Ivan 前往韓國參加
西群山授證平安歸國。 

 玉里社授證感謝副社長 PP Six 率
隊，也感謝一同出席的：秘書
Eagle、Chili、Ken 及 Borlin。 

 Reg 到大陸洽公，祝旅途愉快。 
 4 月 18 日基隆東區社授證，感謝

前往祝賀的社友。 
 4 月 28 日 PP Camera 嫁女兒設

宴，請社友與夫人一同前往祝賀。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Eagle 

各友社訊息 

 美侖山社前社長周瑋駿 PP Cake 父

親仙逝，告別式訂於 4 月 30 日上
午 8:00，喪宅：花蓮市民意里民
光 441-1 號。 

社長報告～Genius 

 4 月 19 日本人與 PP Ivan 前往參加
姐妹社西群山授證 47 週年慶典，
也邀請他們 6 月 6 日來參加本社的
授證，與他們結盟 36 週年，一直
保持友好關係，也希望下次有機
會，新社友要一起去走走。 

 4 月 28 日 PP Camera 嫁女兒，請
有空的社友及夫人一同前往祝賀。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PP Civil 

 今天承蒙一直很支持本社，在花蓮
在地做很多社會服務案的 PP 
Hippo，有很多我們要學習的地
方。今天稍早他們與花蓮市公所、
花蓮醫院針對目前在進行的長照計
畫開會討論、檢討，並謝謝他們與
會與我們分享並給予指導。 

節目時間～ 

分享＂長照計畫案進行情況＂及＂花
蓮醫院自動 CPR 捐贈案＂ 

～草山扶輪社 PP Hippo 
地震後第 1 次來的花蓮，感謝貴

社與我們配合長照計畫案，也感謝本
地區的支持。目前都推動的很順利，
這個訓練計畫有 5 個梯次，將訓練
150 位照服人員，目前已完成 2 個梯
次，分別有 28 及 25 人結業，今天的
會議有建議開放報名人數要多一點，
希望拿到證書可以達 30 人以上，醫
院方面也同意配合並補充原有設備，
此 5 個梯次將於今年全部完成。另我
們也很重視拿到證書有沒有就業，醫
院方面將強化追蹤，今天開會的報告
書內容，我留一份給貴社，提供大家
參考。 

自從地震後，所有扶輪社都很關
心花蓮也有捐錢，但大部份都不知道

要如何來幫助花蓮人，本來本人的構
想，是當初在做長照計畫時有看到花
蓮醫院有 1 台中型巴士，這台巴士已
經 20 多年了，用多社的錢來支持購
車計畫，但士林社的 PDG Antonio 最
後希望由他的長青基金會全額支持；
另原來也還有花蓮豐濱自動 CPR 案，
但目前他們也獲得中央補助款。 

因此，我們希望可以與花蓮港區
社，就在地的需要，有好的案子及服
務可以共同做，如果錢不夠多，也可
以用申請全球獎助金方式。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 

        PP Telephone 
 4 月 15 日花蓮縣政府舉辦幸福晚

餐，本人有前往參與，此事也算圓
滿，事實上他們很用心在做。另雲
門翠堤大樓的住戶也將提出民事訴
訟，本人問過社友 Jimi，這要有結
果很困難，且建商應該也脫產。 

 有公告撿到一些東西，要我們住戶
去認領，本人將再與主辦人連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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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  

補出席 13 人 

Young、Camera、
Sky、Yo chiih、
Noodles、Jeff、
Water、Window、
Chili、Marlon、
Ken、Phil、Jimi 

大陸 3 人 Lunch、Cab、Reg 

缺席人數 11 人 

Toein、
Elephant、
Afuku、Luke、
Ceiling、Kuo 
chi、Mega、
John、Gang、
House、Bennett 

出席率 78% 

歡喜時間～Noodles 

紅箱收入$27,600 元；友社樂捐收入

$3,000 元 

備註： 

1. 草山社 PP Hippo 現金$3,000
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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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暨活動翦影～ 

 
歡迎今天與會貴賓— 

草山社 PP Hippo、Sue Angela 

 

 
4月 28-29日 RYE多地區年會 

 4/25 東南社授證 29 週年慶典，
時間：下午 5:30 註冊聯誼；
6:00 慶典開始，地點：美侖飯
店，參加名單：社長 Genius、
PP Six、Water、Bulega 及本
人，請以上人員準時出席。 

 本社將於本週五 4/27 下午 5:30
假花蓮翰品酒店舉行本年度社務
行政會議，將討論下年度組織、
預算及工作計畫書，請社友儘量
撥空出席。未參加 5/10 台中港
區社授證之社友可以利用此機會
補出席。 

 本社授證 41 週年慶典，請社友
配合以下事宜： 
1. 懇請社友踴躍推薦優秀職工

接受表揚(表揚禮金$2,000
元，由社友自行負擔)，推薦
表請於 5 月 10 前提交秘書處
匯整。 

2. 為編印授證特刊，敬請社友
繳交伉儷或全家福合影電子
檔，請於 5 月 10 日前繳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