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親節快樂♡♡♡ 

張仙景先生(PP Camera 令尊) 吳齊安先生(PP Engine 令尊) 

蕭崎昌先生(PP Ivan 令尊) 吳超群先生(PP Lunch 令尊) 

李旺生先生(Ceiling 令尊) 余宗柏先生(Kuo chi 令尊) 

鄭柳朝先生(Noodles 令尊) 林輝雲先生(Reg 令尊) 

黃森郎先生(Window 令尊) 吳忠友先生(Chili 令尊) 

王慶祥先生(Garden 令尊) 劉自豁先生(Mega 令尊) 

黃重雄先生(Marlon 令尊) 王格非先生(Ken令尊) 

葉啟忠先生(Fred 令尊) 吳進源先生(Jerry 令尊) 

蔡有得先生(Bulega 令尊) 趙信雄先生(Longer 令尊) 

鄭明輝先生(Gang 令尊) 邱順一先生(King 令尊) 

林松茂先生(Chris 令尊) 馬自勝先生(House 令尊) 

籃清安先生(Jimi令尊) 林勇龍先生(Bennett 令尊) 

陳朝勲先生(Perry 令尊)  
 

對爸爸的愛說不出口嗎？在父親節唱首歌給他聽吧！ 

♩♩♪♬爸爸親像山♩♩♪♬ 

作詞：吳念真／作曲：吳嘉祥 

細漢爸爸親像山 看伊攏著舉頭看 大風大雨攏不驚 

永遠高高站直那 大漢爸爸親像山 總是惦惦不出聲 

想要親近不敢偎 不知伊的心內塊想啥 如今爸爸親像山 

日頭西斜影孤單 想要甲伊來作伴 誰知離阮千里外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29,900 元 
備註： 
 秘書$800 元；社長當選人$1,000 元；社長$1,200 元； 
 出席未達 70% maintable 及出席主委各糾察$500 元； 
 出席(含補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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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lon 

1. 6:00 社長宣佈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PP Toein 

A. 頒發父親節禮金 
B. 頒發生日禮金 
C. 聯誼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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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友時間 
5. 出席報告－Chili 
6. 歡喜時間－PP Mark 
7. 社長宣佈閉會 
 
 
 
 
 
 
 
 

 

～8月份例會預告～ 8月份重要活動 

8/13 
理事會會議 

8/20 
題目：「不生病的生活」—
花蓮醫院黃瑞明院長 

8/18(六)新住民「東拉西
扯-閩南語說教事比賽」 
地點：救國團花蓮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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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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PP Leo～8/7   Ceiling 夫人～8/13   Chris 夫人～8/15   
Bennett～8/16   Eagle～8/21     PP Engine～8/23 
Water 夫人～8/23  PP Cab～8/28    Chris～8/28 
PP Ivan 夫人～8/29  Borlin～8/29 



第 2156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Kuo chi 

 社友 Ken 8 月 5 日大喜之日，將在
福容飯店舉行，請社友於當天 6:00
準時入席。 

 PP Civil 及 A Ming 到雲南打球，祝
旅途愉快。 

 恭禧 PP Cab 前二天 65 大壽。 
 Luke 岳母告別式，感謝社長率

Paint 秘書、Eagle 社當、PP Leo、
PP Toein、PP Engine、PP Ivan、
Bulega、Chili 伉儷出席、Teacher，
也感謝事前撥空前往捻香的社友：
PP Civil、Ceiling 伉儷及 Doson。 

扶輪知識時間～PP Afuku 

 VTT----- 
VTT(Vocational Training Terms )

的前身叫 GSE(Group Study 
Exchange )，主要是外國人到台灣學
習，約 5-7 人，只有其中 1 位是扶輪社
友，擔任領隊。他們抵達後都由各別社
友接待並住在他家，每位職業都不一
樣，記得 2008-09 年度本人接過加拿
大，都依其職業安排職業參觀；還有一
年是來自靜岡的警察。 

 典故----- 
江西老表：朱元璋逃難，逃到江西，江
西人都對他很好，也供他的軍隊吃。因
此當他當了皇帝後，為感念及報答江西
人的恩情。（江西老表簡單指江西好兄
弟的意思） 

 禮節小提醒------(前往日本注意) 
在路邊攤買東西，但不要邊走邊吃，日
本人都站在攤位前吃，吃完才離開。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各友社訊息 

 花蓮新荷社自 8 月 2 日例會開始，

變更例會場所至花蓮福容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吉安社來函，原訂 8 月 1 日例會，
為配合辦理日本草津社青少年交流
訪問團歡迎會，變更至 8 月 3日下
午 7:00；地點：太監雞御膳坊總
店。 

 華東社訃聞，前社長江茂傳 PP 
Car，慟於 7 月 24 日逝，謹訂於 8
月 3 日上午 9:00 舉行告別式，喪
宅：吉安鄉吉興路二段 16 號。請第
二組輪值社友撥空出席。 

 新荷社來函，輔導之花蓮菁英扶輪
社謹訂於 8 月 11 日舉辦「創社授證
慶典暨社長就任典禮」，誠摯邀請總
監伉儷、貴賓、各社社友及寶(尊)，
撥冗蒞臨指導，共襄盛舉。 
1. 時間：8 月 11 日下午 5:30 註
冊、聯誼；6:00 慶典開始 

2. 地點：福容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社長報告～Yo chih 

 恭禧 Marlon公子獲國樂學會北區樂
器比賽第二名。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推薦，社友若
有認識優秀的碩博士班生，請踴躍
推薦。 

重建委員會副主委：Doson 

原第一案＂國興五街＂已賣掉了。
現在國盛二街今天有請多位社友去看，
覺得這間比較適合我們，室內面積
35.66 坪，地點與管理跟我們之前很接
近，住戶很單純，都是大坪數，1 層是
4 戶，採光或通風都不錯，停車也方
便，目前傾向購買這件。賣方底價是
570 萬，社長建議以 540 萬談起，希望
可以談到 550 萬或 560 萬元。  

社友時間～ 

Jeff： 

 今年的運動會，社長上任即要我著
手進行運動服的採購，已挑選灰色
POLO 衫，褲子的部份之前也有大
概徵詢，社友以長褲的意願居多，
所以今天去 FILA 廠商拿了幾件樣，
提供大家參考。 

PP Hegar： 

 關於 Maintable 位子，社長的隔壁
是副社長，副社長隔壁是社當。 

 關於社館案，國盛二街那間的缺點
＂只有一個電梯＂。建議在主結構
不敲的情況打通，整個重舖耐磨地
板，看起來會更寛敞。那路寛，掛
上我們的招牌會很顯目。 

PP Bernard： 

 關於中華國小對面 3 樓那間，中間
的隔板可以拿掉，20-30 位的開會
應該沒有問題。 

Yo chih： 

 關於原有 2 扇隔間水泥牆部份，請
Doson向該大樓管委會瞭解，及與
PP Civl 連絡建管課。目前社裡的經
費：友社捐及補助部份大概 600
萬。建議購屋成本能儘量壓低，剩
餘款項將用來裝修及購買設備，若
有不足，或許再開會討論動用部份
社裡基金，原則上希望社友可以不
用再捐錢或用貸款方式籌募。 

節目時間～ 

工研院—賴永仁總監 

（內容略） 

 

出席報告～代理 Jerry 

社員人數 55 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
Hegar、EN 

請 假 1 人 Mega 

出席人數 24 人  

補 出 席 8 人 

Young、
Telephone、Leo、
Toein、Jason、
Genius、
Noodles、Chili、 

大 陸 4 人 
Lunch、Civil、
Longer、A Ming 

缺席人數 15 人 

Camera、
Elephant、Luke、
Ceiling、Sky、
Reg、Water、
Garden、John、
Ken、Fred、Perry、
Gang、House、
Bennett 

出 席 率 68.09% 
 

 本社下週一例會暨女賓夕，為配
合”金輕鬆 金門三日遊” 夏季之
旅，變更至8/7於金門舉行，提
醒未參加金門之旅的社友至友社
補出席。 

目前的共識：先斡旋，再召開前社
長會議，後送大會。 

上衣表決通過：由灰色改粉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