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代理Doson 

社員人數 56 人  

免計出席 3人 Morinaga、Hegar、EN 

請 假 1 人 Mega 

出席人數 31 人  

補 出 席 5 人 Young、Water、Chili、Longer、Bennett 

缺席人數 16 人 
Leo、Camera、Afuku、Genius、Luke、
Kuo chi、Sky、Noodles、Reg、Window、
Garden、Ken、Fred、Perry、Gang、House 

出 席 率 69.23%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23,900 元、友社樂捐收入$300 元 

備註： 

1.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社長當選人$1,000元、秘書$800
元、出席(補)社友各$300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2. 出席率未達 70%(社長、社長當選人、秘書及出席主委各糾察
$500元) 

～截錄台灣扶輪 2018 年 11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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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活動 

11/28 
李鴻源 教授專題演講～如何讓政府變聰明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花蓮縣議會一樓會議室 

例會預告 

12/3 
例會暨女賓夕 
時間：下午 6:30(先開會後用餐  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2樓 

12/10 例會暨模擬選舉 2019-20年度理監事 

12/17 例會暨召開第 43屆社員大會(選舉 2019-20年度理監事) 

12/24 
邀請朱李美會計師蒞社演講，題目：公司法修正案對中小企業
影響 

12/31 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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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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扶輪永久基金 
何謂永久基金： 

永久基金的設置，是為確保扶輪社友每年都能有足夠資源，
支持我們規劃與執行＂doing good”獎助金計畫。此基金的特
色為本金不動支，僅提出投資的部份收益作為支援各項服務計畫
案；有別於年度計畫基金捐獻。至於永久基金捐贈方式可採現金
捐獻或承諾身後捐獻不動產與個人人壽保險給付。 
永久基金的表彰方式： 

當捐贈金額進入永久基金並達成每 1000USD 特定級距時，
所得到的表彰則為各級別”Benefactor”有別於”Paul 
Harris”；但當累計至 USD10000 以上時，則是接受鉅額捐獻人
級別的徽章與水晶獎座；累計至 USD250,000 以上時，則受邀成
為阿奇柯藍夫協會會員並邀參與專門的人會議式。 
認識＂Gary CK Huang and Corinna SL Yao Endowment 
Fund for the Rotary eace Center” 

為增加扶輪和平中心基金規模，TRF 會邀請歷屆前長或特殊
奉獻社員，希望以他們的名義來設置基金。自 1990 年以來計 24
位獲得此殊榮，台灣之光黃其光伉儷亦是其中一位。因此鼓勵台
灣社友，支持捐贈到此使用於和平用途冠名基金。 



第 2172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歡迎今天與會的貴賓。 

扶輪知識時間～PP Hegar 

 上週的理事會，列席有 10 幾位，個
人的意見，我覺得 PP 們儘量不要列
席，讓主席比較能暢所欲言；而新
的社友倒是可以用理事會議增加扶
輪知識。很多人列席是為了補出
席，扶輪知識時間＂列席人員不能
算補出席＂，不鼓勵用補出席來不
出席正式例會。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原訂 12 月 8 日假大板
根森林溫泉酒店舉行之授證 38 週
年，因故地點變更至福容大飯店三
鶯館中庭。 

社長報告～Yo chih 

 謝謝今天與會的貴賓：DS Land、化
仁國中梁校長及陽教練、愛拼工坊
劉老師。 

 謝謝 Borlin 將上週沒有出席例會的
社友西裝，一一送至社友府上。 

 九合一選舉本週六就要舉行，希望
社友們能以社友間情誼，儘量幫忙
他們拉票，讓本社參選的社友及夫
人都能全壘打。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這次中華扶輪獎學金感謝各位 PP及
社友的捐助，才能募款順利，相信此
筆捐款是值得的。 

節目時間～ 

劉秀蘭老師： 

第一次參加扶輪社會議，覺得很有
趣，謝謝江醫生的幫忙，將在東海岸辦
展覽，本來只是小展覽，後來把社區服
務中心的學生也帶進來，這是一群心智
障礙的學生，雖然他們經過特殊教育，
但要出去工作還是不可能，他們在社區
中心，老師教他們一些能力，賺取一點
點工資，看似簡單的事，但却花很長訓
練時間，希望透過展覽讓大家知道社區
服務中心學生，經過訓練是可以做出一
些東西，也可借此幫助他們。 

  

化仁國中梁仲志校長： 

首先代表棒球隊的師生向各位表達
謝意。 

化仁國中原劉教練被借調至花蓮體
中，為了讓花蓮的優秀選手留在花蓮。                            
目前新教練由陽東益擔任。本校棒球隊
訓練場地在中原國小棒球場，雨天則移
至學校體育館及重量訓練室等訓練，明
年場地將被地主收回，經縣府協調專長
訓練都要到國福棒球場進行訓練。 

本隊 90 年成立至今，105-107 年都
將榮耀留在花蓮縣，目前都是滿額招
生，還有一些學生是掛在普通班，目前
球隊 45 位。針對隊員也會加強學科成
績，夜間及假日輔導，我們堅信打球跟

讀書不會有衝突，學生的成績也都不
錯，家長很放心把孩子交給我們。除
此，我們也重視品格教育，球場上教學
生要拼博勝負，球場外要感恩惜福。 

本校學生有 70%教育部認定比較弱
勢，但不代表他們沒有能力，能得到扶
輪社的協助，就可以讓小孩追求夢想時
獲得好的照顧，也讓球隊訓練可以順
暢，再次謝謝大家。 

陽教練： 

目前貴社的贊助經費，用來採購：21 件
比賽球衣及 40 件風衣。 

社友時間～ 

PP Elephant： 

 黎明愛拼工坊目前有 35 位弱勢小朋
友，比較沒有辦法在社會上工作，
感謝 Kuo chi 宗泰食品提供他們摺紙
盒賺工資。此工坊是扶輪人創造出
來的，2015 年桃園西區扶輪社捐贈
35 台縫紝機。希望 12 月 1 日各位社
友一起出席拍賣會。 

 本人認為接待一定要按照規則走，
若真得無法這樣執行，目前正由主
委詢問是不是可以二個家庭互換。 

 本人今年接待不用社裡的資源，接
待的款本人捐給明年度社長。 

PP Engine： 

 本人認為 Noodles 的接待費用還是
應該要退還，扣留接待費用是因為
沒有完成接待，他的情況本人認為
是已完成接待(因為是學生的問題)。
接待還是應按照接待家庭預訂表執

行。 

Yo chih： 

 本人是請主委了解，並協調好二個學
生的接待問題，家長不肯面對面解決
問題，到底誰要接要清楚，不要最後
學生沒人接，事情圓滿我們一定退。 

 RYE 認定學生沒有人接待是社裡問
題，並不是家庭的問題。 

 如果真的最後協調不出結果，因為今
年本人是社長，願意承擔。 

Phil： 

 Noodles 社友只是希望將其支出在學
生的學費及語言學習費退給他。 

 有問過其他社，接待家庭有代支出部
份，就應還給接待家庭，剩下接待費
用是留在社裡，RYE 也不會收回這
筆錢。 

 關於原接待組織表的部份已詢問過地
區，此表本應由社裡安排，只是本社
都是由派遣的家長商量完成，表格是
可以更改，但建議至少 3個接待家
庭，如果要 2 個家庭交換，只要不發
生問題，地區通常也不會過問。 

 本社遇到的這些問題，建議可以做內
規，讓大家以後有個依循。 

Paint： 

 本人覺得問題不是在這次，RYE 的
接待問題將社裡搞成這種氣氛。 

PP Hegar： 

 Noodles 代支的學生費用應該退還給
他，其他的費用交給 PP Elephant，
由他接待到明年 6 月完畢。 

 建議社裡的 RYE 交換停辦三年，社
裡 RYE 主委儘量讓前社長擔任。 

PP Jason： 

 希望大家稟持一個原則＂家醜不要外
揚＂，關起門來說清楚，沒有解決不
了的事。 

 今年＂RI 社長代表歡迎晚會＂由本
社主辦，其籌備委員會的組織及工
作，將再跟大家報告，要麻煩大家全
力支持並配合。 

PP Telephone： 

 原重置委員會的工作已告一段落，但

 本社將於下週一例會後召開本年度
第 1 次社務行政會議，會議中將進
行社務檢討及由社長當選人報告下
年度理監事名單，若社友有想提出
討論的議題，也請提秘書處匯整，
也請社友儘量撥空參加。 



今天社長打電話給我＂關於社館看
板的事，該大樓管委會說要繳費用
＂。11 月 28 日管委員會將開會，社
長請我代表參加，目前本人先請
Jimi了解一下管委員會的章程，是
不是可以解套。 

 RYE 主委在之前有詢問過本人，本
人覺得應提出討論，Phil 很認真，
也很有擔當，很多事應該把話攤開
來說。 

PP Six 

 目前社館進度，已請 Paint 社友補天
花板油漆；冷氣及水電的配管都已
請 Bulega配好了，將再進行油漆打
底後，廚櫃廠商 PP Jason即可進去
安裝了，大概年底可以完工。 

～例會暨活動翦影～ 

 
歡迎與會貴賓↑↓ 

 

 
跳舞的樹 

 
第 3次前社長會議 

 
感謝社友 Borlin提供社友夫人”認識咖啡 

品嚐咖啡”活動 

 
 

 

 

 

 

 

 

 

 

 

 

 

 

 

 

 

 

 

 

 

 

 

 

 

 

 

 

 

 

 

 

 

 

 

 

 

 

 

 

 

 

 

 

 

 

 

 

 

 

 

 

 

 

 

 

 

 

 

 

 

 

 

 

 

 

 

 

 

 

 

 

 

 

 

 

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18-2019年度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18年11月17日(星期六)17:30   地點：玉里大同餐廳 
值東：玉里社、菁英社 
主席：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呂理忠AG. L.L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24 人－請假  7 人－缺席  人＋列席   人＝實際出席  17  人。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呂理忠致詞(略) 
三、 來賓致詞：(略) 
四、 主席報告：助理總監呂理忠AG. L.L 

1. 為使獎助金更妥善的規劃與應用2019-2020年度獎助金管理研習會2018年
12月9日〈星期日〉09:30新北市天賜良緣飯店。依據扶輪基金會規定，如
預計申請2019-2020年度獎助金案件(包含地區獎助金及全球獎助金)，必須

完成此會議訓練，會議結束後將給予認證書，並紀錄歸檔，此檔將提供給
獎助金委員會作為審查資格。 

五、 討論提案：  

案一：報告 2018-19 年度花蓮各社聯合運動會收支。 
提案：吉安社 
說明：2018-2019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大會收入大會會長陳喜泉等，合計 

$812,500元；支出運動會手冊印製及餐費等，合計$807,951元，活動結餘 
$4,549元，收支明細詳如收支結算表—附件。 

決議：依各社報名人數繳交金額結算，比例退回。 

案二：偏鄉英文提升計畫 
提案：玉里社 
說明：民國 108 年 2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8:30 偏鄉英文提升計畫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花蓮第二分區華東扶輪社、中區扶輪社、港區扶輪社、 
美侖山扶輪社、玉里扶輪社。 
協辦單位：國立玉里高中(如附件)。 

決議 : 偏鄉英文提升計畫業經核定撥款 DG 美金 2294 元，自籌新台幣＄150,000 
元，案件總金額$218,820 元，請花蓮二分區各社提撥配合款新台幣 
$25,000 元。 

案三：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玉里社 
說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由東南社、美侖山社值東 
      ，時間、地點由兩社決定後提前通知。 
決議：時間—108年1月11日(星期五)17:30，地點—永豐海鮮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