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社訊息 
 兄弟社—台中港區社前社長李長庚 PP Teflon壽終正寢，告
別式訂於 6月 12日上午 8:30自由捻香，喪宅：台中市清水
區南寧里光華路 116號。 

 玉里扶輪社前社長邱創一 PP L-ONE父親壽終內寢，謹擇 6
月 10日於喪宅設奠，喪宅：花蓮縣玉里鎮仁愛路一段 53
號；時間：上午 8:00家祭；9:00公祭。 

 新荷社謹訂於 6月 29日舉辦授證 24週年紀念慶典暨社長交
接典禮，誠摯邀請總監伉儷、貴賓、各社社友及寶(尊)眷，
撥冗蒞臨指導，共襄盛舉。時間：下午 5:30註冊、聯誼；
6:00慶典開始；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社長報告～Yo chih 

 感謝 PP Six將蘇澳社及台中港區社送的匾額掛好。 

節目時間～ 

～第四次授證籌備會議       詳細內容（略） 

出席報告～代理Window 

社員人數 51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Hegar、EN、Telephone 

出席人數 27人  

補 出 席 5人 Young、Elephant、Civil、Jeff、Water 

缺席人數 15人 
Leo、Camera、Afuku、Genius、Luke、
Kuo chi、Sky、Reg、Garden、John、
Ken、Fred、Phil、Perry、Gang 

出 席 率 68.08% 

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29,600元 

備註： 
1. PP Hegar$1,000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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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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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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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預告 

7/1 

第 42.43屆社長暨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下午 6:00；地點：福容飯

店 2樓宴會 A廳) 
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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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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00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副主委 Borlin 

 6月 6日是本社之授證 42週年，請
有分配到工作的社友協助完成，也
請社友當天務必撥空出席。 

 6月 16日蘇澳社授證，請尚未報名
之社友儘快向秘書處報名。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Paint 

3490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819118號函—函知本地區
2019-20年度舉辦之地區社員發展
暨新社擴展研習會，敬請各社轉知
與會人員。並於 6月 12日前報名，
註冊費每位 1,000元。 
1. 時間：6月 23日上午 9:00報
到、10:00開會、15:50閉會 

2. 地點：基隆彭園會館 3F 
3. 應參加人員為 2019-20年度： 

A. 地區社員、社員發(拓)展領導
人； 

B. 各分區助理總監、各地區副秘
書、各社社長、秘書、社員主
委、社員發展主委、防止社員
流失主委及其他有興趣之扶輪
社員，各社至少 4名參加。 

 第 201819119號函—函請各社轉知
社友有關 2019-20年度鐵人三項活
動之【根除小兒麻痺暨反毒公益路
跑】報名辦法，歡迎有興趣之社友
踴躍報名。 
1. 活動時間：10月 20日 
2. 報名日期：6月 1日～8月 31日 
3. 活動地點：二重疏洪道-蘆洲成蘆
橋下  

4. 參加對象：A.扶輪社友及慢跑協
會社團及熱愛路跑運動民眾(以社
為單位統一報名) B.為推廣反毒觀
念與行動，也基於向下紮根的教

育理念，特於 3.5K中免費提供
500個名額給各級國、高中學
生、教職員。  

5. 競賽分組及活動費用:  
22K超半馬.......報名費 800元
11K競賽組.......報名費 600元 
3.5 K休閒組....報名費 400元。 

～第 42屆授證慶典翦影～ 

 
歡迎西群山扶輪社 

 
歡迎濟州扶輪社 

 
歡迎基隆東區扶輪社 

 

 

 
主席致詞 

 

 
社長當選人致謝詞 

 
與士林社同歡 

 
頒發保羅哈里斯獎章 

 
頒發優秀志工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