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 訊息---- 

卡納克被推選為 2020-21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撰文：Ryan Hyland 

卡納克 Holger Knaack 是德國 Herzogtum Lauenburg-Mölln 扶
輪社社員，他已被選為 2020-21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提名委員會於上個月社長提名人古普塔 Sushil Gupta 因健康緣故
辭職後，作出此一決定。如果沒有其他候選人在 5 月 31 日前挑戰
他，那麼卡納克將正式成為社長提名人。 
為了建立更壯大眾多的社員人數，卡納克說扶輪必須著重增加女性
社員的人數並將扶青團團員轉變為社友。 
卡納克認為「採取行動的人士」(People of Action)運動為公眾認
識扶輪提供了新的機會。他說「此一運動傳達了我們的全球形象，
同時仍然尊重地域和文化的差異」。 
卡納克自 1992 年成為扶輪社員迄今，曾任國際扶輪的財務、理
事、主席、多個委員會委員及主委、立法會議代表、地帶協調人、
訓練領導人及地區總監。 
他是永久基金/巨額捐獻顧問及 2019 年漢堡國際年會地主籌備委
員會共同主委。 
卡納克是一家房地產公司 Knaack KG 的執行長。他是 Ratzeburg
市公民基金會的創始會員，並擔任崮葛蘭貝克 Gut Grambek 高爾
夫俱樂部的總裁。卡納克也是卡爾亞當基金會的創始人和會長。 
卡納克和他的妻子蘇珊娜 Susanne 是扶輪基金會和遺贈會
(Bequest Society)會員。 

 
古普塔 Sushil Gupta 辭去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職位 

我的扶輪社友們， 

我謹懷著沉重心情，宣佈辭去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職位。雖然我的夢想

曾是擔任你們的社長，但此刻我的健康狀況使我無法盡力為你們與社長

一職完美奉獻。我相信扶輪應該從那些被選為代表我們這個偉大組織的

人士得到盡善盡美奉獻，絲毫也不能減少。 

經多次深思熟慮並與家人商量後，我已做此艱難決定。這不僅令我們大

家感到失望，而且我深知這也令印度許多扶輪社員深感失望，他們原先

非常自豪地看到我們國家有人再次被任命為社長。但我知道這對扶輪國

際而言是最好的決定。 

我成為扶輪社員已逾 40 多年，它給了我一切我能要求的事物。我認為再

也沒有比被提名委員會選為 2020-21 扶輪年度國際扶輪社長還要更高的

榮譽。我將繼續自豪地擔任扶輪社員，並追求一些我原本在擔任社長期

間想要完成的重大計畫，因為我知道我們有望在未來取得更多偉大的成

就。我希望接替我成為社長的候選人一切順利，並感謝大家在過去一年

中給予我的支持和鼓勵。 

2019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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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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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時間 
7. 節目時間 

～第 42 屆第 4 次授證
籌備會議 

8. 出席報告－Chili 
9. 歡喜時間－PP Mark  
10. 鳴鐘散會 
 
 
蘇澳社授證 42 週年暨新舊
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目前
報名名單如下：(請尚未報名

之社友儘快報名) 

PP Bernard*1 P P Hegar*2 PDG Young*1 PP Telephone*2 PP Camera *2 

PP Six*1 PP Toein*2 PP Engine*2 PP Jason*1 PP Ivan*1 

PP Cab*2 PP Mark*2 PP Civil*1 Yo chih*3 Eagle*1 

Noodles*１ Paint*1 Ceiling*2  Reg*1 Chili*1 

Ken*1 Jerry*1 Bulega*1 Borlin*3 Bennett*1 

Window*1     

 

例會預告 

6/6 

授證 42週年慶典【時間：下午

6:06；地點：遠雄悅來大飯店 2

樓維多莉亞宴會廳】 

6/17 合併 6/16蘇澳社授證 

6/24 理事會 
重要訊息 

6/12 
台中港區社前社長李長庚 PP 
Teflon告別式 

6/16 
蘇澳社授證 42週年慶典【時間：
5:30；地點：南方澳豆腐岬 17海
鮮餐廳】 

6/22 
美侖山社授證 30週年慶典【時
間：6:00；地點：花蓮翰品酒
店】 

6/29 
新荷社授證 24週年慶典暨社長交
接典禮【時間：6:00；地點：花
蓮美侖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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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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報告～副主委 Borlin 

 恭禧 Bennett 到歐洲度蜜月平安歸
國。 

 PP Ivan伉儷與小扶輪到摩洛哥；
Doson到中越旅遊，歡迎平安歸
國。 

 PDG Young 上週六啟程到德國參加
世界年會，祝旅途平安順利。 

 文化局長 PP Elephant 目前在議會
接受質詢，祝順利完成。 

 6 月 16 日兄弟社蘇澳社授證 42 週
年慶典暨交接典禮，請各位 PP及社
友踴躍報名參加。 

 6 月 6 日本社授證典禮將至，請有分
配到工作的社友協助完成。也請當
天務必儘量撥空出席。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819117 號函，函知有關 2019-
20 年度鐵人三項活動之【根除全球
小兒麻痺單車公益環島】報名辦
法，歡迎有興趣參加之社友自行向
秘書處索取行程及注意資料。 
1. 活動時間：10 月 26 日～11 月 3
日； 

2. 活動費用：單人房- 47,200 元/
人、雙人房- 34,500 元/人、三人
房- 32,600 元/人、四人房- 
31,000 元/人； 

3. 報名時間：5 月 29 日上午 10：
00 開放線上報名至額滿為此。 

4. 報名人數：預計 160 名正取/20
名備取，以繳費順序為依據。 

 關於 2020 夏威夷國際年會地區通知
～2020 年夏威夷國際年會最優惠註
冊將於 6 月 1 -5 日止，有意願參與
的社友請把握此次機會。 

1. 註冊方式：線上註冊並完成線上
刷卡。 

2. 註冊費：US$395 (超過 6 月 5
日，則會恢復成第一階段價格，
目前尚未得知之後每個階段之價
格，但依往例，差額有可能高達
US$100 以上)。 

各委員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謝謝社長這一年給我很多機會、鼓勵
及指導，本人擔任這個職務蠻愉快，
也謝謝大家的支持，希望在服務計畫
這區塊能持續彰顯本社之扶輪精神。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一開始出國就很驚險。 
 謝謝社友今年對中華扶輪及保羅哈里
斯之支持，也感謝 PP Bernard 及
PDG Young 對中華扶輪冠名捐獻。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Eagle 

 2020 年世界年會將在夏威夷舉行，
請要參加的社友趕快報名，早鳥優
惠，報名費可省 100 美金。 

節目時間～ 

～尋找台灣有生命力的企業 
    —展騰投資集團董事長張子倫 
 離開社裡已 14 年，離開後就到展騰

投資集團，在港區社的 10 年給了我
基礎，才有這個實力在外面闖，今天
大概介紹本人公司的型態讓大家認
識。 

 詳細內容（略） 

～第三次授證籌備會議重點： 

 各社之接待請參閱行程表 

 6/6 下午 3:36 基隆東區社及蘇澳社
抵達，安排 4 位社友前往接蘇澳社
15 位社友到社館；基隆東區社因上
次去受到人家熱情的招待，請
Longer 組長也比照辦理，另去(回)
程都請 PP Cab開九人座車支援。 

 6/7 早上 7:30 請有空的社友到美侖
飯店陪西群山社及濟州社吃早餐。 

 社館正式啟用揭幕儀式，由秘書
Paint 及 PP Mark 負責準備小餐點、
咖啡及糖果餅乾。 

 建議各社友及夫人前往會場時儘量
共乘(2 對夫妻一台車)。 

 遠雄悅來二次會的包廂及 PUB 場地
已先預約。 

 希望社友多連繫沒有來例會的社
友，也能出席授證慶典。 

出席報告～代理 Bulega 

社員人數 52 人  

免計出席 4 人 
Morinaga、
Hegar、EN、
Telephone 

請 假 1 人 Mega 

出席人數 28 人  

補 出 席 5 人 
Young、Leo、
Elephant、
Noodles、Phil 

缺席人數 14 人 

Camera、
Afuku、Genius、
Luke、Kuo chi、
Sky、Reg、
Window、
Garden、Marlon、
John、Ken、
Perry、Gang、 

出 席 率 70.21%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27,200 元；拍賣收入

$2,000 元 

備註： 
1. P. Yo chih$2,000 元(拍賣收入) 
2. PP Ivan、Doson $1,000 元(出國未
帶紀念品糾察) 

3. 統一歡喜【社長當選人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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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翦影～ 

 

 

 

 
社長拍得 Bennett出國帶回之紀念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