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頒獎～ 

職員獎 

1. 副社長—PP Six 
2. 秘書—Eagle 
3. 會計—Mega 
4. 五大服務獎 

(1)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Yo chih 
(2)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PP Cab 
(3)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PP Mark 
(4)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PP Civil 
(5) 社員委員會主委  PP Elephant 

5. 重要職員獎 
(1) 節目主委 Jerry 
(2) 聯誼主委 Jeff 
(3) 扶輪知識主委 PP Leo 
(4) 糾察主委 Noodles 
(5) 出席主委 King 
(6) 兄弟社主委 Paint 
(7) 膳食主委 Ceiling 
(8) 高爾夫球主委 Fred 
(9) 聯合運動會主委 PP Lunch 
(10) 雲門翠堤受災委員會代表 PP 

Telephone 

出席百分百獎 

1. PP Bernard 
2. PDG Young 
3. PP Telephone 
4. PP Six 
5. PP Jason 
6. PP Lunch 
7. PP Ivan 
8. Genius 
9. Yo chih 
10. Noodles 
11. Eagle 
12. Doson 
13. Phil 
14. Jerry 
15. Longer 
16. King 
17. Chris 

紅箱奬 

1.PDG Young   2.PP Bernard   3.Yo chih 
4.PP Elephant  5.PP Leo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54 人 請假 1 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30 人  

補 出 席 4 人 Young、Civil、Sky、Jerry 

大 陸 1 人 Lunch 

缺席人數 15 人 
Leo、Camera、Elephant、Luke、Ceiling 
Kuo chi、Reg、Water、Window、Marlon、
John、Ken、Gang、A Ming、House 

出 席 率 70% 
 

 

 

理事會名錄 

林有志、孟憲法 
黃建華、吳開陽 
汪稚洋、張志賢 
林聖元、黃安宏 
蕭毅群、吳國璽 
江躍辰、黃明健 
吳吉利、周國正 
蔡志鴻、陳勉志 
黃建發、趙俊隆 
黃明隆、林堃鐘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林有志 
社長當選人 : 孟憲法 
副 社 長 : 吳開陽 
秘     書 : 黃建華 
財 務 長 : 吳國璽 
糾察主委 : 陳勉志 
節目主委 : 黃明隆 
聯誼主委 : 林聖元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孟憲法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江躍辰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蕭毅群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趙俊隆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張志賢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花蓮市中正路59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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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 儀：Marlon 

一、 社長鳴鐘開會—Genius 

二、 唱扶輪頌 

三、 介紹來賓—Jeff 

四、 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 

五、 社長致謝詞—Genius 

六、 來賓致詞 

七、 頒獎～ 

1. 頒贈職員獎(由 Genius 社長頒贈) 

2. 頒贈紅箱前五名獎(由 Genius 社長頒贈) 

3. 頒贈出席百分之百獎(由出席主委 King 頒贈) 

八、 交接典禮 

1. 41 屆社長率各職員上台鞠躬及解下佩帶 

2. 移交印信、頒發新任社長當選證書及新任社長率全體理監事宣誓
就職—AG L.L. 

3. 頒發 42 屆理監事當選證書—Yo chih 

4. 卸任社長為新任社長佩章—IPP Genius 

5. 新任社長授各職員職務佩帶—Yo chih 

九、 新任社長致詞—Yo chih 

十、 贈送卸任社長禮物(由 Yo chih 社長代表致贈，並邀請貴賓合影) 

十一、 贈送卸任內輪會會長禮物—Yo chih 夫人 

十二、 卸任會長為新任會長佩帶—Genius 夫人 

十三、 聯誼報告—PP Toein 

十四、 秘書報告—Paint 

十五、 出席報告—Chili 

十六、 歡喜時間—PP Mark 

十七、 社長鳴鐘散會—Yo ch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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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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貴賓～ 

1. 前地區總監 PDG Young 

2. 花蓮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L.L. 

3. 花蓮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Lin 



第 2151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Jeff 

今天是本屆最後 1 次例會了，下週

起將由不一樣的團隊帶領我們，感謝社

長讓本人參與今年的社務，對我是重大

的改變，也是我未來人生的一個訓練，

相信將更加成長。 

聯誼的工作讓有機會與社友更多接

觸，感謝社友對我的肯定及指教。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Eagle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 

 201718212 號函—2018-19 年度地區
之“扶輪青少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 ”，請各社推薦優秀青年人
選報名。 
1. 活動時間：8 月 18~19 日。 
2. 活動地點：臺北城市科技大學。 
3. 參加對象：19 -28 歲經各社推薦
之優秀青少年(含非扶輪子弟)。 

4. 報名方式：請 RYLA 委員及學員
點選填寫線上報名表。 

5. 報名日期：7 月 1 日起至 7 月 20
日止。如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期未
能提供足額參加人選，不足名額
統一委由地區 RYLA 委員會遴選
優秀青年朋友及擔任過扶青地區
代表參加。  

6. 活動經費：按年會提案表決結
果，依社員人數分擔 RYLA 經
費。依各社 7 月 1 日 RI 人數為基
準，每人$500 元。 

 第 201718003 號函—敬邀各社社友
報名參加 2018 Rotex 世界大會。活
動相關細節： 
1. 參加對象：對 Rotex 有興趣之一
般社友。  

2. 活動時間及地點：  
(1) 開幕式：8 月 4 日上午 9:00

劍潭青年活動中心群英堂   
(2) Gala 晚宴：8 月 4 日下午

5:30 大直典華 
3. 費用：新台幣$3600 元。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第 38、39 屆新舊任社
長、職員交接典禮，原訂 7 月 4 日
例會暨女賓夕，變更至 7 月 1 日下
午 6:00，地點：晶采联营婚宴會
館。 

 新荷社來函，原 6 月 28 日例會為配
合授證 23週年慶典，變更至 6 月
29 日下午 5:30 註冊聯誼；6:00 慶
典開始，地點：福容大飯店。 

 東南社來函，訂於 7 月 5 日之例會
舉行第 29、30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暨女賓夕，敬祈光臨指
導。時間：下午 6:00；地點：F商
旅花蓮館。  

 中區社來函，函知第 35、36 屆社長
職員交接典禮暨寶眷聯誼，敬邀鈞
座蒞臨指導。時間：6 月 26 日下午
6：00；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玉里社來函，訂於 7 月 6 日舉行第
48.49 屆社長職員交接暨女賓夕晚
會，時間：下午 6：30；地點：蓮
池坊餐廳。 

 華東社來函，原 7 月 4 日例會暨女
賓夕為配合舉行第 26、27 屆新舊任
社長職員交接典禮，變更至 7 月 1
日下午 6:00；地點：豐川餐廳。  

 美侖山社來函，訂於 6 月 28 日假花
蓮翰品酒店召開例會、寶眷聯誼暨
『迎新送舊感恩餐會』，敬邀花蓮分
區 2017~18 年度及 2018~19 年度扶
輪領導人及各社社長共襄盛舉。時
間：下午 6:30~7:30 會議；
7:30~8:30 用餐。 

社長報告：Genius 

 7 月 2 日交接典禮在翰品，請各位社
友踴躍出席，迎接新的開始。 

 近尾聲了，感謝各位社友，從去年
至今發生了很多事，但不嫌棄，繼

續給予支持。 

貴賓—花蓮中區社 PP House 

回來母社倍感溫暖，特別是看到歌
本及鍾老師鋼琴的伴奏，以前的中區社
也一樣，但後來改用卡拉 OK，原 6 月
11 日就要來補出席，但遇到 貴社已合
併授證，之後又是端午節。 

太多的溫暖在心裡，跟社當 Yo 
chih 一樣為花蓮而努力，若需要本人服
務請不吝指教。再次感謝母社的支持，
中區社才能繼續成長茁壯，明天是中區
社交接，歡迎社長及各位社友到場指
導。 

各委員會報告： 

雲門翠堤大樓受災委員會 

        ～PP Telephone 

 大樓管理委員會的剩餘款將會於近 
日以支票方式退還各住戶，依每月
繳交之管理費比例，金額約 2 萬多
元。 

 士林社社長來電提醒，他們 6 月份
理監事會決議，100 萬是要用在賑
災，本人也回應：本社社友都有共
識。 

 新社館之事，已有在進行了，很中
意中區社社館的位子，我們會很謹
慎，希望用我們自己的錢去處理社
館的事。 

社友時間～ 

PP Telephone： 

 本人去參加台北產經網路扶輪社的
授證，特刊只有 1 張，當時覺得太簡
略，並跟本人認識的該社社友反
應，後來發現錯了，原來那張特刊
上有 QR Code，掃進去就可以看到
完整的特刊，節省紙張之使用。據
本人所知現在 RI 還是沒有很推網路
扶輪社，傳統還是有它存在價值，
面對面的溝通方式還是很重要。 

歡喜時間～Noodles 

紅箱收入$1,500 元、友社樂捐收入
$1,000 元 
備註： 
 花蓮中區社 PP House 現金$1,000

元； 
 統一歡喜：未出席社友各$100

元。 

～例會翦影～ 

 
歡迎花蓮中區社 PP House與會 

 
生日快樂 

 
永浴愛河 



2018-2019 年度 RI 主題文告及社長簡歷 

成為勵志領導者 

自從 113 年前創設以來，扶輪在全球的角色不停地演變。最早期，

扶輪提供社員共享聯誼、結交友誼，以及在各自的社區建立人脈的手

段。不久，服務的理念在扶輪生根。隨著扶輪組織的擴展，服務活動的影響力也隨之擴

大。其後，透過扶輪基金會的支持，我們的服務計畫更在世界各地造福人群。我們藉由

建立夥伴關係，將計畫集中於提高影響力的活動。我們與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無數的

當地和地域性的保健機構攜手合作，發起世界最大規模的官方和民間組織共同倡議的保

健活動：根除小兒麻痺。 

歷經一百多年，扶輪仍是也將永遠是保羅・哈理斯當初設想的組織：提供來自世界

各個角落的人士結合起來成全大我的機會。而今天的扶輪提供的則是一個持恆的價值：

加入有才能且致力於改善世界的人士所組成的全球聯絡網。我們是相信社區的行動力能

影響全球的男女人士。當我們團結一致，有無事不成的能力和資源。 

扶輪存在全球的意義較過去任何時期都更形重要，而行善的潛能也無止境。不幸的

是，真正認識扶輪是什麽樣的組織，以及做什麽的組織的人士不夠多。即使在扶輪社，

許多社員由於缺乏對扶輪的瞭解，無法充分享受扶輪之益。 

扶輪的服務計畫確實能夠轉變人生和社區。為了達成更多改革性的服務活動，我們

必須以嶄新的想法來檢討我們在社裡應行的任務，以及扶輪在世界應負的責任。我們必

須提升公共形象，使用社群媒體強化社員組織，並吸引協助我們擴展服務的夥伴組織。

我們必須專注於更具持久影響的大規模計劃，使用充分的時間進行調查，並規劃跨越年

度及職員任期的計畫。最重要的是，我們必須是導向正面改變的「勵志領導者」來鼓勵

我們的扶輪社和社區, 以及我們的組織，抱著勇氣、創意和樂觀積極接受挑戰。 

正如保羅・哈理斯所說：「扶輪是和平世界的縮影，是各國大可仿效的榜樣。」對

我來說，扶輪不僅是個榜樣，而是勵志領導者。扶輪將可能性顯示給我們，激勵我們成

全可能性，並給予我們應採的行動路徑，使我們能成為世界的「勵志領導者」。 
 
拉辛 Barry Rassin 
2018-19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簡歷 

拉辛擁有佛羅里達大學保健及醫院管理碩士學位，也是美洲衛生保健主管協會的第

一位巴哈馬會員。他擔任巴哈馬醫師醫院保健體系會長一職 37 年之後，最近剛退休，

目前擔任該會顧問。他是美洲醫院協會的終生會員，並擔任數個組織的理事，包括巴哈

馬品質委員會、保健教育委員會以及雇主聯合會。 

拉辛於 1980 年成為社員至今，擔任過扶輪理事，目前是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副

主委。他曾是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及 2015-16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雷文壯的隨扈。 

拉辛曾獲得扶輪最高榮譽──超我服務獎得獎人，也因在 2010 年海地地震後領導

扶輪救災工作而獲得其他數個人道獎項。他和夫人伊瑟 Esther 都是扶輪基金會的鉅額

基金捐獻人及捐助者。 

42 屆(2018-19 年度)社長簡介 

入社日期：2010.03.22   入社時社長：黃安宏 PP Jason 

服務機構：KMT 中央組發會副主委 

夫人：林純如 

扶輪社經歷： 

2010-11 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 

2011-12 年度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2012-13 年度 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3-14 年度 新社員輔導主委 

2014-15 年度 公共形象委員會副主委、 

2015-16 年度 社區服務主委、國際青少年主委 

2016-17 年度 聯誼主委 

2017-18 年度 秘書、社長當選人 
 

42 屆(2018-19 年度)理監事 

理事長：林有志 

常務理事：孟憲法、黃建華、吳開陽、汪稚洋 

理  事：張志賢、林聖元、黃安宏、蕭毅群、吳國璽、江躍辰、黃明健、 

吳吉利、周國正、蔡志鴻  

常務監事：陳勉志  監  事：黃建發、趙俊隆、黃明隆、林堃鐘 
 

42 屆(2018-19 年度)五大主委、重要職員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孟憲法 Eagle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江躍辰 PP Elephant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蕭毅群 PP Ivan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趙俊隆 Longer 

 社員委員會主委：張志賢 PP Camera 

 副社長：吳開陽 PP Engine 

 秘書：黃建華 Paint 

 財務長：吳國璽 PP Lunch 

 糾察主委：陳勉志 PP Mark 

 出席主委：吳吉利 Chili 

 聯誼主委：林聖元 PP Toein 

 節目主委：黃明隆 Marlon 

 
扶輪頌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早已聞名世界，  
從南到北，由東到西，服務最多，獲益最大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像一個大家庭， 
增進情感，促進友誼，各盡己力，服務他人 
R-O-T-A-R-Y 叫做扶輪社。 

扶輪社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 

哦! 我們歡迎 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 Ro-ta-ri-an 請再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