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代理 Window 

社員人數 55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請 假 1人 Mega 

出席人數 30人  

補 出 席 7人 
Young、Leo、Camera、Engine、Cab、
Mark、Noodles 

缺席人數 14人 
Luke、Ceiling、Sky、Reg、Water、Chili、
Garden、John、Ken、Fred、Perry、Gang、
A Ming、House 

出 席 率 72.55% 

歡喜時間～代理 IPP Genius 

紅箱收入$29,000元；拍賣收人$4,500元 
備註： 
1. PP Civil$2,500元、Eagle$2,000元(拍賣)； 
2.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秘書$ 800元、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元】； 

3. PP Camera、Sky各糾察$500元(未出席吉安社 Shojiku母親告
別式)；PP Civil、Bennett各糾察$100元(例會遲到)； 

4. PP Mark糾察$500元(未找職務代理人)。 

～「東拉西扯-閩南語說故事比賽」活動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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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Nood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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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扶輪知識時間－PP Afuku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Paint 
B. 社長報告－Yo chih 
C. 各委員會報告 

6. 新社友宣誓 
7. 節目時間 

～不生病的生活 
   —花蓮醫院黃瑞明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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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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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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生力軍～ 

徐仁福 Danny 
服務機構：金軒閣旅行社 部長 
職業分類：觀光旅遊 
生日：57/12/29 
連絡電話：(M)0987-715747 

(O)03-8530161 
通訊處：花蓮縣吉安鄉中山路一段
222 號 
推薦人：陳勉志 PP Mark 



第 2158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PP Toein 

 上週金夏三日遊，感謝參加的社
友，也感謝沒有參加社友的祝福，
活動圓滿成功。 

 恭禧 PP Jason全家到歐洲旅遊平安
歸國。 

 PP Mark伉儷到海南島旅遊；PP 
Civil及 Noodles到日本旅遊，祝他
們旅途愉快。 

 8月 19日本社辦理「東拉西扯-閩南
語說故事比賽」社區服務，希望社
友多多參與。 

 今天中午 PP Engine的公子啟程前
往墨西哥，感謝社長及社友們撥空
到車站歡送，另 8月 14日 IPP 
Genius小扶輪及 8月 15日 Noodles
的小扶輪也將啟程，希望有時間的
社友一起給予小扶輪大大的祝福。 

扶輪知識時間～IPP Afuku 

 Rotary----- 
國際扶輪 3490地區並不屬於國際

扶輪，只是類似加盟關係，它對我們沒
有強制性，只能建議，在申請加入國際
扶輪時，他們只希望我們做同樣味道的
事情，就是四大考驗。國際扶輪可以註
銷扶輪社，但扶輪社要做什麼事，國際
扶輪也不能管。中華扶輪總會、台灣扶
輪總會在國際扶輪是不被認同的。 

 Meeting----- 
是聚會的意思，每週的Meeting，

主要由社長主持會議，以聯誼性質，在
美國一般在俱樂部舉竹行，Meeting不
可以有任何決議，也不可以有商業行
為。此是訓練社長，經過 Rotary的訓
練，出去發揚扶輪社。若有重要的提
議，需要表決可在大會提出。 

 典故----- 
在祭文上常出現歸返＂瑤池＂及＂駕鶴
＂歸西二詞。瑤池：確實有，位於九寨
溝附近。黃鶴：此應指丹頂鶴，此鶴壽

命很長，生下來是黃色，黑龍江最多，
廣東現在有人在養。 

 禮節小提醒------(前往日本注意) 
日本人對刺青有不同的看法，尤其公共
浴池泡湯，有刺青要特別注意一下。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地區辦公室來函 

 201819112號函—敬邀各社踴躍參與
2018-19年度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印度西孟加拉邦加爾各答市南
方BMC小學興建工程及扶輪眼科醫
院手術設備捐贈計畫”。  
1. 本次WCS活動興建小學校舍為三
層樓，我方捐款美金20萬，約為
新台幣600萬元。將以每單位新
台幣2萬元，開放式自由認捐，捐
贈者最少認捐1個單位，亦可以社
冠名捐款。捐獻之社社名及社友
姓名皆會冠名在學校捐款牆面。 

2. 預計於 12月 15 -21日，將由總監
帶隊組團前往印度西孟加拉邦加
爾各答市WCS活動，行程內容
及團費將在確認後另行通告，報
名時間自 9月 1-30日止。 

各社訊息 

 久留米北區扶輪社來函，謹訂於 10
月 4日舉行授證 41週年慶典，時
間：下午 6:30；地點：萃香園。 

 兄弟社訃告---蘇澳社社長 Seafood
慈母壽終內寢，享壽 81歲，謹擇於
8月 21日上午 8:45於喪宅(冬山鄉
太和村楓橋路 268號)舉行公奠禮，
請輪值社友撥空出席。 

 華東扶輪社---副社長黃瑞文 VP City
故愛女因交通事故離世，謹訂於 8
月 15日舉行告別式，公祭時間：
12:40；地點：花蓮市殯儀館，請輪
值社友撥空出席。 

社長報告～Yo chih 

 上週的金門之旅，感謝聯誼主委、

Sky的安排及各位社友的參與。 
 上週四於翰品酒店召開前社長會
議，商討購買新社館一事，也於上
週六簽約完成。 

 上週六菁英社成立，感謝前往的社
友。每個社風格不一樣，該社比較
年輕化，也期待他們更好。 

 感謝公共形象主委 PP Elephant對
最近的活動都親自撰稿。上任 1個
多月，各委員會應執行的事宜，本
人都親自懇託，各主委也很認真。 

 8月 19日東拉西扯-閩南語說故事比
賽，有需要社友配合之處再麻煩，
第 1個社團辦這樣的活動，如何讓
媒體做大，就麻煩公共關係主委。 

 最近的公祭很多，有輪值的社友，
請配合前往。若無法出席也沒有代
理，糾察主委將會加強糾察。另本
人 8月 21日將出國，關於蘇澳社社
長母親仙逝，已與內人先行前往捻
香，公祭時再麻煩副社長帶隊。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8月 19日東拉西扯-閩南語說故事比
賽，原比賽分為 3組，但因為有一
組親子組招募比較困難，因此改為 2
組。此活動對我們社會是一個推動
的力量，拜託各位社友當天早上
9:00救國團花蓮學苑 1樓衝人氣。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關於中華扶輪獎學金的部份，拜託
各位社友儘量推薦花蓮優秀子弟，
這樣才有意義。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PP Elephant 

 關於社長提及活動宣傳，本委員會
將全力配合。 

社館重置主委～PP Telephone 

對於買新社館的事，每一位社友都
很關心；社長也很用心，上任後不斷關
心買房子的事，錢有了，房子也要搞
定，這段時間感謝副主委 Doson，經過
初步的過瀘與篩選，最後剩 3間，邀請
有空的前社長及委員去現場看，大家都

比較中意國盛二街那間（地點在文教
區，建物四四方方，光線也很好）。本
人對買新社館的想法是希望買的房子價
格可以不用社友再負擔。上週四社長召
集前社長開會，確定要購買國盛二街 3
樓的房子，購價 555萬，並於上週六與
對方簽約完成，先付了 50萬的訂金，
順利的話大概 1個月就可以交屋。 

雖說房子已確定，但在此必須小小
的說明：地震後，兄弟社本著兄弟間情
誼，給予我們贊助款，當時他們並不知
道我們有政府的補助款 400多萬，與
幾位 PP都認為不應用此贊助款於購買
新社館，本人當時的想法是將其捐贈給
災民，不是不要，是不應平白拿，這樣
我們才沒有負擔。當初蘇澳兄弟社在籌
建社館時，本社也沒有贊助。 

新社館交屋後是不是要再整理過？
本人認為以儘量少花錢為原則。有人建
議是不是可以當開會使用，當時購買並
不是以”開會”為前題，或許可以再考
慮、設計一下，位置是不是夠大。感謝
社友及前社長為了社館都很用心，我們
考慮的東西並不是最好的，希望大家提
供更好的建議。 

社友時間～ 

PP Civil： 

 8月 9日本人及 Noodle，與 3年前
接待的學生、家長在日本碰面，他
們誠心邀請社友們到義大利五漁村
玩。 

 建築法規規定的牆不要拆，若要拆
就去請建築師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