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聯誼報告～PP Toein 

 社友 Jerry的媽媽仙逝，先簡單跟大家報告。 
 本社預計 8月初到金門旅遊，希望各位社友捧場。 
 今年是選舉年，雖然扶輪不講政治，但還是希望社裡的社友
及夫人，社友能多多支持。 

秘書報告～Paint 

各社訊息～ 

 兄弟社—蘇澳社前社長 PP Akria母親仙逝，告別式訂於 7月
3日上午 9:30舉行追思祝福禮；10:00來賓捻香，請參加人
員：社長、社當、PP Engine、PP Lunch、Eagle、
Window、Bennett及本人於明天上午 7:10前於花蓮火車站
前站集合。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182,000元、友社樂捐收入$4,000元 
備註： 
 PDG Young$1,000元；AG LL$2,000元；DVS Lin$1,000
元； 

 統一歡喜：社長$25,000元、社長當選人$15,000元、秘書
$8,000元、理監事$4,000元、社員$2,000元。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54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出席人數 41人  

補 出 席 1人 Telephone 

缺席人數 9人 
Cab、Afuku、Ceiling、Sky、Mega、Fred、
Jerry、Gang、A Ming 

出 席 率 8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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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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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Toein 

A. 介紹與會貴賓並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 
B. 聯誼報告 

4. 扶輪知識時間－PP Afuku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副秘書 Jeff 
B. 社長報告－Yo chih 
C. 貴賓致詞 
D. 各委員會報告 

6. 節目時間 
A. 介紹即將派遣的國家＂巴西＂—2018-19 年度 RYE OB 生江念祖 
B. 授旗儀式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Chili 
9. 歡喜時間－PP Mark 
10. 社長鳴鐘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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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ł Śpiewak(2017-18 IB生廖
信宇父) 

2. Elżbieta Śpiewak(2017-18 IB生
廖信宇母) 

下次例會預告～107/7/16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時間：下午6:00 報到；6:10例會； 
地點：藍天麗池花開宴 
備註： 

 請佩戴新年度總監贈送之領帶及徽章。 
 敬邀各位夫人一同出席。 



第 2152次例會記要 

卸任社長致謝詞～Genius 

時間過的很快，今晚要將棒子交給
新任社長 Yo chih，港區社已邁入 42
屆，這是承先啟後的 1頁，每位社友都
將港區社當成自己的家，相信明年在新
任社長的帶領下，將愈來愈好。 
卸任後就是 IPP，將繼續跟大家一

起努力，把港區社發揚光大，很多的感
恩，只用深深一鞠躬表達，謝謝大家！ 

貴賓致詞～AG L.L. 

新任社長於 6月 30日晚上 12:00
即主動生效，今天只是補個儀式，相信
Genius社長卸任後一定會很努力的輔
導現任 Yo chih社長。總監要面對 100
個社，所以很繁忙，因此無法一一出席
各社交接典禮，今由本人代表參加。 
首先分享我們玉里社的文化，玉里

社是 49年的老社，我們人數最少的時
候是 19位，現在 37位，我們的會費 1
年是 4萬多，再加紅箱。社裡的 PP都
不說話，以社長為主。另我們還有一特
別的文化—不會讓社長多負擔費用，除
非社長自認能力有夠，自己主動。 
今年去參加了 6次講習會議，才與

花蓮二分區的五個社長有接觸，（玉里
社比較遙遠，嫌少與花蓮的社友有接
觸）希望我們二分區的五個社，有任何
事可以透過社秘會，討論後共同合作，
將總監給的任務完成。總監也拜託我轉
答，今年的WCS、德國漢堡世界年
會、巨額捐獻、PHF及中華扶輪，希望
社長、PP及社友用力的支持，讓總監
辦公室比較好做事。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交接典禮

圓滿成功! 

新任社長致詞～Yo chih 

剛看 IPP講話一開始有些不捨，眼
淚在眼眶中打轉，但愈來愈眉開眼笑。 

感謝 PP Hegar、PP Jason及 PP 
Mark給我這個機會，引薦我加入港區
社。 
雖說目前不是預料中可以擔任社

長，但既已接下這個任務，希望讓港區
社可以＂維穩＂，本人沒有比大家厲
害，只能說跟大家學習。用幾句話分享
『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
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同時同社友』，
希望明年度多加支持，我們將服務取代
領導，感謝大家！ 

～例會翦影～ 

 
卸任社長致謝詞 

 
貴賓致詞 

 
頒發職員獎↑↓ 

 

 
頒發紅箱前五名獎↓↑ 

 

 
頒發出席百分百獎↑ 

 
交接 

 
新任社長率理監事宣誓就職 

 
新任社長為職員佩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