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Doson： 

 本來打算找中華國小合作，他們可以配合，但要有人幫他們
管制；另外方案是 F 商旅，借我們每週一例會時間停車，女
賓夕在到那裡辦理，若大家覺得可行，本人會再去接洽，若
社友有更好的方案，也懇請提供參考。 

Bulega： 

 3月 25 日總監盃 Golf 球賽在花蓮舉行，本社已經連續 4 年
獲冠軍，相信只要大家盡力，應會有不錯的成績。 

～例會翦影～ 

  
第一次新社館開會 Paint拍得 PP Toein出國帶回之

紀念品 

 

 

前社長新社館開會心情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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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社館 

(花蓮市國盛二街103號3樓

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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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研究論文分享-----清華大學化學所霍義仁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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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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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 人  

補 出 席 4 人 
Jason、Lunch、
Noodles、Chris 

缺席人數 13人 

Camera、Civil、Afuku、
Luke、Kuo chi、Sky、
Reg、Water、Garden、
Ken、Perry、Gang、Danny 

出 席 率 74.51%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53,400 元、拍

賣收入$1,600 元 

備註： 
1. Paint$1,600 元(拍賣
收入)； 

2. 統一歡喜【社長
$2,000元、社長當
選人$1,500元、社友
各$1,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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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88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副主委 Borlin 

 恭禧 PP Toein 泰國旅遊平安歸國。 
 3月 9 日東海岸創社授證慶典，感謝
社長率 PP及社友代表前往祝賀。 

扶輪知識時間～PP Hegar 

立法會議之沿革 

早期各國扶輪社社員人數不多。國
際年會同時為立法機構，按各扶輪社社
員人數分配投票權，全數直接在國際 
年會行使投票。 

到了 1934 年各國扶輪社社員人數
大增。提案亦增多，乃在國際年會內另
設立法會議。先由地區總監、理事會理
事、特別議員、RIBI 社長、地域諮詢
顧問委員會委員長審議提案後，將意見
向大會報告再交由立法代表投票決定。 

1970 年亞特蘭達國際年會大變
革，將立法會與國際年會分開舉行。 

現行立法會議每三年舉行一次。其
參加代表於立法會議舉辦年度之 2 年
前，由各地區選出。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3490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201819092號—徵求本地區第29屆
地區年會職業交流展覽會攤位。有
意職業參展之社友(公司)，請於3月
22日前填妥參展申請書，傳真至總
監辦公室，相關參展規定如下： 
1. 日期/時間：4月20日

8:30~18:00~4月21日
8:30~14:00 

2. 地點：花蓮縣立體育館 
3. 費用：攤位分區及清潔費用如下 

A. 一樓廊道區(1~40攤)每一個攤
位租金暨清潔費新台幣3,000
元。 

B. 北門1-3攤(大餐廳前空地)展示
場10,000元。每場大會可搭兩
個阿里山帳，靠背椅子四張
1、桌子兩張，車子可以直接
開入。 

花蓮一、二分區社長、秘書聯席會通知 

 第六次花蓮分區社長秘書聯席會訂於
3月 22 日下午 5:30 假永豐活海鮮餐
廳舉行，請 2018-19 及 2019-20 年
度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社長及秘
書撥空出席，各社若有提案請於 3 月
20 日前提交 AG LL。 

社長報告～Yo chih 

 第一次到社館開會，首先要感謝這段
時間，去年 0206 社館倒了 Genius
社長及主委 PP Telephone 奔走、負
責社館規劃及裝潢：PP Jason、PP 
Six、Jerry、Bulega 及 Window。此
大樓管委會對本社設置招牌有不同看
法，但主委私下肯定，表示多了本社
的招牌，回家比較安全。地方雖然小
了點，但感覺很溫暖。 

 今天開館，感謝 Borlin 自掏腰包送
大家 BMW 帽子。 

 今年年會本社負責摸彩活動，請 PP 
Jason 及 IPP Genius 全程規劃，有
拜託到的請全力幫忙。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贊助展望會東區辦事處之弱勢兒少居
家安全改善計劃訂於 3月 37 日舉行
捐贈儀式，敬邀社友撥空出席參與。 

社友時間～ 

IPP Gneius： 
 今天去參加 RI 代表歡迎晚會第 1 次
籌備會議，晚會時間：4 月 19 日，
地點：美侖飯店 2 樓，總監千交待萬
交待，屆時請有安排到工作的 PP及
社友，都能全力以赴，把工作圓滿。
除此工作外，本社在年會晚上及隔天

中午負責摸彩活動，後續還有很多
討論事宜，也希望社友全力支持。 

 這些日子來大家辛苦了，在社長的
領導下，我們現在有個家了，本人
入社 10 年，也曾經在雲門翠堤開
會，雖然小但很溫馨，大家距離拉
近，相信在這裡開會，出席率一定
可以提高。 

PP Bernard： 

 開館沒有兄弟社參與，比較不熱
鬧。 

PP Hegar： 

 剛進門看到裝潢簡單大方，蠻舒服
的。建議 1.買大一點冰箱 2.凹下去
的空間可以再釘櫃子，希望百年壯
大，可以放很多展覽品 3.設置前社
長廊道，及建議 Doson隨時注意隔 

 壁是不是要賣，也可買下來。 

PP Telephone： 

 感謝 Yo chih 社長讓本人有此機會承
擔社館重置這個責任，其實當時心
裡七上八下，但總算在整合大家的
意見下，買了這間社館，當時如果
知道要開會應該要買大一點。但我
想大家一條心，開開心心就好。 

 開會壓克力字版，本人認為字的顏
色不對，看起來不是很清楚。 

PP Ivan： 

 希望社友踴躍出席例會，能將社館
空位補滿。 

PP Engine： 

 恭禧江惠在華語發表獲個人組第三
名；團體組第一名，他的第一
Home 家的 Home 爸很用心，接待
時一句一句教他中文。 

PP Elephant： 

 很抱歉！對吳依帆沒辦法像之前在
教江惠一樣有教學時間，因為換了
老闆，每天朝八晚九，回到家他都
睡著了，也謝謝 IPP Genius 幫我接
待，他現在在他家很愉快。 

PP Six： 

 上次的社館是在我任內完成。這次

則負責新社館裝潢工作，照著原預算
執行，感謝 Bulega、Paint、PP 
Mark。今天稍早才把電子琴桌趕出
來，剛在搬時閃到腰，果真有年紀。 

PP Mark： 

 在這裡開會很溫暖，但有個大問題是
停車，希望社長要再研究看看，要如
何處理此問題。 

PP Cab： 

 本人入社 23 年，入社時 PP Bernard
比我現在年輕，大家都變多了，我們
換了 6 個開會地方，6 個執秘，退社
社友比現在的社友還多，還有一些也
已離世。現在有年紀了，耳朵有些重
聽，有時候跟社友聊天會雞同鴨講。 

PP Leo： 

 明年就可以申請免計出席，最近比較
少來開會，因為台北房子裝潢，老婆
及 3個女兒都在台北，有社友要打球
可以邀約，如果在花蓮都可以，歡迎
社友有空到家裡泡茶。 

PP Toein： 

 這次到泰國是同學娶媳婦，沒想到在
號召後，30 幾位一起同行，感覺泰
國沒有什麼景點，比台灣還難玩。 

PDG Young： 

 這裡出乎我意料之意，不太好停車，
社館很溫馨，感謝社長及社友的努
力，在短短的時間把社館裝潢完工，
借用大家的雙手，謝謝他們。 

 3月 19 日原 RI 社長提名人歡迎晚
會，因為 RI 社長提名人重感冒，所
以取消此行程。 

 4 月 19 日在花蓮舉行的 RI 社長代表
歡迎晚宴，希望全體社友能夠全力以
赴將它辦好，6 年前本人擔任總監
時，也是本社辦理，本社有經驗，無
論如何一定要將它辦好。 

 此次地區年會在花蓮舉行，我們除了
全體註冊外，也希望開幕時社友都可
以出席，表現出本社團結，就像 PP 
Elephant 一樣，對扶輪很重視，雖
然很忙碌都能出席例會及地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