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PP Elephant 

 新社館買了，港區社重新站起來了，社長指派要寫港區社的
歷史，但有點困難，請 PP 們協助。 

 今天接到蘇澳社 PP Yuokang 電話，邀請本人 10/10 參與他
們的例會扶輪知識分享，希望有空的社友可以一起前往。 

社友時間～ 

PP Jason： 

 設計圖大家應該都看過了，儘可能一次定位，目前最大的困
難是經費還有一段差距。這個裝修有先送件到建管課調原始
竣工圖，再送裝修公會審查，通過開工許可後動工，待完工
也會送完工查驗，有任何問題由政府負責，一切依法行政。 

PP Civil： 

 贊助 PP Jason 所說，一定要合法。 

PDG Young： 

 本人因擔任台灣扶輪總會 0206 賑災委員會的執行長，加上
石材業現在比較辛苦，所以在本業上比較認真，也較忙碌。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56 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請 假 1 人 Mega 

出席人數 35 人  

補 出 席 3人 Noodles、Garden、Longer 

缺席人數 14 人 
Afuku、Genius、Luke、Sky、Water、
Ken、Fred、Perry、Gang、A Ming、House、
Jimi、Bennett、Danny 

出 席 率 73.08%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29,400 元 

備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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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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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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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社友賴俊喬職業分享—特殊教
育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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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留米北區社機場迎接本社訪問團 

例會預告 

10/15 
理事會、2021-22社長提
名人審查會 

10/22 
東華大學陳建男教授分
享—平台經濟下的典範
轉移 

重要活動 

10/27 
花蓮第一、二分區聯合
運動會 

11/4-5 三港聯合例會(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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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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65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本週三社長一行將啟程前往日本參
加姐妹社授證，預祝他們旅途愉
快。 

 新荷社 Tony 社友父親告別式，感謝
社長、秘書及 Window 出席。 

 今天早上蘇澳社 Fish 父親告別式，
感謝社長、秘書、PP Telephone、
PP Ivan、Garden、Phil 參加。 

 Noodles 到瑞士參加女兒畢業典禮，
恭禧他女兒學業成功，也祝他們旅
途愉快。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各社來函 

 玉里社來函，地區總監 DG Li-Shin
賢伉儷暨團隊一行訂於 10 月 2 日蒞
臨公式訪問，敬邀 鈞座蒞臨指導。 
1. 例會及專題演講時間：下午

6:10~7:10，地點：玉里鎮圖書館 
2. 餐敘—時間：下午 7:30，地點：
雙葉餐廳。 

 花蓮美侖山社來函，為配合與彰化
皇家友好社聯合例會、花中扶少團
交接典禮，特變更原 10 月 11 日例會
時間至 10 月 6 日下午 6:30；地點：
花蓮翰品酒店二樓。 

 花蓮地區扶輪隊來函，花蓮分區聯
合運動會高爾夫球聯誼賽，敬邀各
社社友及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1. 報名於即日起至 10 月 10 日止。 
2. 參加資格：社友、社友夫人或姑
爺。 

3. 報名費用：新台幣$800 元。 
4. 比賽日期：10 月 21 日上午 10:30
報到；11:00 開球。 

5. 比賽地點：花蓮美崙高爾夫球
場。 

6. 餐敘及頒獎日期：10 月 21 日下
午 6:00。 

7. 餐敘及頒獎地點：花蓮國軍英雄
館 2 樓。（※第 1-3名將於分區聯
合運動會會場頒發）。 

 菁英社訃告，社友麻海師 Mars 的父
親麻碧仁先生壽終正寢，享壽 80
歲。告別式訂於 10 月 7 日(日)上午
8:00 家祭，9:00 公祭；地點：花蓮
縣光復鄉大安村中華路 82 號。 

社長報告～Yo chih 

 最近友社公祭很多，謝謝今天一早與
本人前往參加蘇澳社告別式之社友，
也謝謝輪值社友們都能配合參加。 

～例會&活動翦影～ 

 
永浴愛河 

 
生日快樂 

 
頒發 RYE IB 生 10 月份助學金 

 
～久留米北區社授證之旅～ 

 
出發前花蓮火車站合影 

 
授證地點-萃香園合影 

 

 

     

 
二次會↑ 早餐會後合影↓ 

 



 

第 28 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 (重要案由決議) 
提案一：本地區 2020-2022 年度立法會議代表的提名程序與選舉之方法參照扶輪細 

則 9.070，由本地區前總監資深輪序的扶輪社提名，再提交地區年會中由 

各扶輪社選舉人選舉之。  
說明： 1.參照扶輪細則 9.060、9.070、9.080 選舉前總監為代表。  
       2.本地區立法代表自始依前總監資深的輪序而產生，但於 106 年 5 月 24 日

所產生之 2017-2019 年度代表已未依輪序產生，故需提案議決本地區代
表的提名程序與選舉方法。  

       3.106 年 5 月 24 日之會議參照扶輪細則 9.060 透過提名委員會程序選舉， 
經出席之前總監投票並且由前總監姚啟甲通過擔任此次立法會議代表。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  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91票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 

69% 

提案二：本地區總監提名程序以本地區前總監協會所議定分區輪序之扶輪社推薦總 
監提名人，若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參選地區總監提名 
人。  

說明：1. 2016 年 12 月 16 日前總監聯誼會議定分區推薦總監提名人之輪序如下：  
      （1）新北市第一、五及第十分區(2020-2021)  
      （2）新北市第二分區(2021-2022)  
      （3）新北市第三及第八分區(2022-2023)  
      （4）新北市第四及第七分區(2023-2024)  
      （5）新北市第六及第九分區(2024-2025)  
      （6）基隆分區(2025-2026)  
      （7）宜蘭第一及第二分區(2026-2027)  

      （8）花蓮第一及第二分區(2027-2028)  
      以上分區輪序結束時，再由本地區所有前總監召開會議決定分區推薦總監 

提名人之輪序。     
      2. 2020-2028 年度分區輪序即將結束前再次由本地區所有前總監召開會議決 

定分區推薦總監提名人之輪序，並應於下次輪序前之地區年會提案表決通 
過並公布之。  

      3.非輪序內之各扶輪社亦得推薦挑戰候選人參選地區總監提名人。若有有效 
之挑戰提名者，依國際扶輪細則將所有候選人納入通信投票或於地區年會 
投票表決。  

提案者：新莊扶輪社  
決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109票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 

83%。 

提案三：依公平、真實之精神，各扶輪社可以自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劃， 
參加時以社員數平均分攤其經費。 

說明：1.依社員人數多寡（不含寶眷）分擔地區活動經費。 
2.例如：本（新北市第五）分區三重中央社等已長年辦理RYLA計劃，又配合 
地區舉辦的RYLA活動計劃，造成二邊經費支出，而增加社員的負擔。 

3.各扶輪社可以自由意願選擇參加地區的活動計劃，參加時以社員數平均分 
攤其經費。 

提案者：新北豐彩扶輪社、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87票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

66%。 

提案四：辦理跨地區活動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提出計劃案討論各社經費負擔及工 
作分配。 

說明：往後辦理跨地區活動，如有涉及各社分攤經費時應事先予地區年會中提案討 
論，經選舉人過半數同意後始可辦理。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22票表決，其中91票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 

75%。 

提案五：建議本地區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以直選產生，當選總監提名人的扶輪社社 
員須俟三年後才可以再度參選。 

說明：1.本地區現行總監提名人選舉方法，每分區內各扶輪社的優秀社員須經16年 

時間才有機會被推廌為總監提名人。 
2.直選可以產生具有熱誠、領導力、執行力、親和力的優秀社員帶領地區擴
展新社、增加社友、改變扶輪。 

3.參照國際扶輪細則14.010、14.020、14.030及14.040地區總監之提名程序 
與選舉方法，由各扶輪社投票選舉總監提名人。當選總監提名人的扶輪社 

社員須俟三年後才可以再度參選。 
提案者：三重南區扶輪社 
決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132票表決，其中65票同意，佔總選舉人票49%， 

票數未過半，未通過。 

提案六：請各社為2016-17年度地區財務報告進行投票表決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16.060.4-地區年度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
權派一名代表出席，且提早30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
區會議，提交討論及通過。如未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
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題與社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
投票權。 

提案者：地區辦公室 
決議(表決結果)：本案經選舉人87票表決，其中87票同意通過，佔總選舉人票 

87%。 

   

旅遊 



 
 

  

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18-2019年度第3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18年9月28日(星期五)17:30   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值東：吉安社、中區社      主席：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陳喜泉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應到24人－請假2人＋列席3人＝實際出席25人。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陳喜泉(略) 

三、 貴賓致詞：(略) (請主席邀請)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呂理忠致詞 

四、 主席報告：A.G. Koda 

1. 今天的會議是花蓮菁英社第一次正式加入，請大家掌聲歡迎，地區亦公告菁英社
歸屬花蓮第一分區，花蓮兩個分區已平均都是各5個社，菁英社也同意今年度起
參與花蓮各社聯誼公約，輪值主辦社秘會值東，所以今天將提案討論。助理總監
及地區副秘書人選，因2019-2020年度已提報，故應該是自明年度起加入輪任。 

2. 本地區第013號公文，2019-2020年度各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請現任各
分區助理總監協助順利推舉積極熱心的適當人選，並於9/15前回覆總監當選人辦
公室。花蓮第一、二分區公約已明定輪任，感謝各推薦社提出人選如下： 
◎ 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蔡長書PP Science 吉安社 
◎ 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江躍辰PP Elephant 港區社 
◎ 花蓮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 張乙朝PP OPH 花蓮社 
◎ 花蓮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林俊彰PP Kevin 華東社 

3. 地區已函文各社踴躍認捐扶輪基金會各項捐款，其中的年度計劃基金捐款，是三
年後會回饋50%到地區作為地區獎助金之用，各社可用EREY捐款來支持。
【EREY社-每位社友皆有捐獻至少US$25至年度基金，且年度基金每人平均達到

US$100】 
4. 今年度國際年會於2019年5月24日-6月5日在德國漢堡舉行，總監出自花蓮吉安

社，地區國際年會推廣主委由花蓮社PDG TV擔任，目前花蓮社已有20人完成報
名，希望我們花蓮各社社友們也能共襄盛舉踴躍參加。 

五、 討論提案：  

案一：研討 2018-2019 年度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預算及籌備進度案。 
提案：吉安社 
說明：今年度聯合運動大會於10月27日(星期六)上午10:00於花蓮市中華國小運動場

舉行，聯歡晚會於活動中心舉辦，承辦社已先行發文通知每位社友分攤款及捐
款收入預算，支出預算(如附件)及其他配合事項今日提案議決，提請討論。 

決議 : 1.收支預算及運動項目照案通過。 

2.晚會表演節目順序抽籤結果： 
(1) 華東社  (2) 東南社  (3) 美侖山社  (4) 玉里社  (5) 港區社  
(6) 菁英社  (7) 花蓮社  (8) 新荷社    (9) 吉安社  (10) 中區社 

案二：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社長秘書聯席會輪流值東增加花蓮菁英社案。 
提案：助理總監AG Koda 
說明：2018-19 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社長、秘書聯席會議由一、二分區助理總監 

輪流擔任主席，各社輪流擔任主辦社值東負責餐費、擬訂日期及地點(原則上 
每次 2 社，一、二分區各 1 社)。召開月份及值東社如下。菁英社同意今年度 
起參與值東，如何安排，請提討論。 

(1) 2018/05/25－兩位助理總監(永豐活海鮮餐廳) 
(2) 2018/07/27－花蓮社、港區社 
(3) 2018/09/28－吉安社、中區社  

(4) 2018/11/  －玉里社及地區一、二分區副秘書  
(5) 2019/01/  －東南社、美侖山社 
(6) 2019/03/  －2018-19年度及2019-20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8位  
(7) 2019/05/  －新荷社、華東社 

決議：2018年11月第4次社秘會值東變更為玉里社及菁英社，明年度起第1次社秘會
值東調整為兩個分區的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4位。 

案三：研討花蓮各社「一般例會」補出席費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Koda 
說明：因菁英社提問各社補出席費多少，花蓮各社曾於1999-2000年度社秘會決議

花蓮地區社友至花蓮各社補出席時，應繳註冊費新台幣300元，唯並未寫入花

蓮各社聯誼公約，擬請大家討論是否照舊統一或更新？如照舊統一，是否限
「一般例會」，其餘晚會及活動各社自訂？並將結論列入公約內，請討論。 

決議：取消約定，一般例會及晚會和活動等，均由各社各自訂定收取。 

案四：確認第4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L.L 
說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請討論第4次聯席會的時間，並請值東社提議地點，請 

討論。 
決議：時間—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17:30舉行，地點另行通知。 

六、 臨時動議(無) 

七、 各社報告： 

(一) 新荷社社長 Inn：新荷社主辦地區獎助金案「多元智慧資源中心-偏鄉學童語言
教育計畫」，向地區申請動支花蓮第一分區 DDF 餘額，故邀請花蓮一分區各社
為協辦社。訂於 10 月 21 日(星期日)10:00-16:00 在花蓮東大門樂園舉辦啟動儀
式，敬邀各社蒞臨參與指導。 

(二) 東南社秘書 PP Cement： 
(1) 第 4 次社秘會到玉里舉行，建議搭乘遊覽車，且因剛決議取消了兩位 DVS

的值東，是否請兩位 DVS 招待遊覽車車資。提議獲兩位 DVS 同意。 

(2) 建議各社如要邀請各社聯合舉辦社區服務，相關計劃及預算一定要在年度前
的第 1 次(5 月)社秘會提出討論，以免各社預算編列完成後才接獲通知，造
成各社的困擾。 

(三) 花蓮社社長 Highway：今早中和社的捐書典禮，5 月的第 1 次社秘會時，我曾
表示午餐由我招待，但因中和社表示預算收支經費已有編列，故婉謝之，望大
家了解。中和社籌備期間來了 6 次之多，我都有作陪接待，畢竟將一千多萬的
好書嘉惠到花蓮學子，是最重要也是最好的事，再次謝謝各社的支持配合。 

(四) 菁英社社長 Apple：感謝各社同意配合「怒海控塑」愛地球電影欣賞會，總預
算 3 萬元，經費支出 28,120 元的說明及收據影本如附件，餘 1,880 元平均退還
各社，今交各社社長 188 元。本案原欲在今天的社秘會提案獲支持通過後才舉
辦，唯因版權只到 9 月 30 日，才會用公文邀請大家配合，籌備期間與各社連繫
如有不週之處，請大家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