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恭賀榮任 3490 地區職務 

1 P.P.Bernard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 委員 

2 P.P.Morinaga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 委員 

3 P.P.Hegar 地區水管理委員會 委員 

4 P.D.G.Young 
地區年會提案及審查委員會 主委 

地區諮詢委員會 委員 

5 P.P. Telephone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 委員 

6 P.P. EN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 委員 

7 P.P. Leo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 委員 

8 P.P. Camera 地區婦幼與健康委員會 委員 

9 P.P. Toein 地區拓展委員會 委員 

10 P.P. Engine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委員 

11 P.P. Jason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 委員 

12 P.P. Six 偏鄉教育委員會 委員 

13 P.P. Ivan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 委員 

14 P.P. Lunch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 委員 

15 A.G. Elephant 
助理總監 

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 委員 

16 P.P. Cab 地區扶輪史編輯委員會 委員 

17 P.P. Mark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 委員 

18 P.P. Afuku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 委員 

19 P.P. Genius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 委員 

20 I.P.P. Yo chih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 委員 

21 Noodles 

新世代服務交換委員會 花蓮區職業參
訪召集人 

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 委員 

地區成年禮委員會 委員 

 

永浴愛河 

 PP Hegar伉儷(65/7/25) 

 PP Leo伉儷(82/7/10) 

 Noodles伉儷(82/7/13)  

 

生日快樂 

 Borlin夫人~7/5 

 PP Lunch夫人~7/7 

 Jeff~7/15 

 PP Toein夫人~7/16 

 Sky~ 7/21 

 PP Mark~7/30 

 

 
 

 

 

理事會名錄 

孟憲法、黃建華 
李昱 、蕭毅群 
林有志、劉悟民 
汪稚洋、余國基 
汪譽正、吳吉利 
周國正、黃明隆 
余金榮、蔡志鴻 
林志謙、趙俊隆 
林聖元、吳國璽 
黃明健、邱政凱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孟憲法 
社長當選人 : 黃建華 
副 社 長 : 蕭毅群 
秘     書 : 李昱  
財 務 長 : 黃明隆 
糾察主委 : 趙俊隆 
節目主委 : 林志謙 
聯誼主委 : 林聖元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黃建華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林有志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吳國璽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汪譽正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蔡志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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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  

電 話：03-8322086 

傳 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節目： Benne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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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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PP Toein 

A. 介紹來賓 
 地區總監 DG Audio 及夫人 Brenda 
 前總監 PDG Young 及夫人 Jean 
 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Science 
 地區秘書 DS William 及夫人張美錤 女士 
 地區公關長 PP Win 
 總監辦公室主任 IPP Matt 
 花蓮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vin 
 花蓮菁英扶輪社創社社長 CP Apple 

B. 唱歡迎區總監歌(請 Audio 總監伉儷起立接受我們的歡迎) 
C. 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請與會的扶輪貴賓起立) 

3. 社長致歡迎詞－P. Eagle  
4. 介紹地區總監－AG Science 
5. 地區總監致詞暨專題演講－DG Audio 
6. 頒發地區委員聘書－DG Audio    
7. 贈送紀念品 

A. DG Audio 贈送 Eagle 社長伉儷合影相片 
B. DG Audio 贈送本社全體社友紀念品(請 Eagle 社長代表受贈) 
C. Eagle 社長贈送總監團隊伴手禮 

8. 聯誼報告－PP Toein 
9. 秘書報告－Ceiling 
10. 出席報告－Chili 
11. 歡喜時間－Longer 
12. 社長鳴鐘閉會 
13. 聯誼餐會(請各位貴賓、社友及夫人移駕至隔壁香榭廳) 
14.  



第 2205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恭禧 PDG Young 當選台灣省工業
會常務理事。 

 PP Bernard 腰不舒服，雖不舒服但
今天還是來開會，精神可佩。 

 Noodles 女兒上週於巴西完成交換
返回。 

 最近在電視台一直看到 AG 
Elephant，祝他局長仕途平順。 

 上週到 Window 新工廠走走，工廠
寛敞、辦公室氣派，也預祝他戒煙
成功。 

 Chili 脂肪瘤開刀，祝早上康復。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1. 扶輪是因為聯誼產生服務理念的團
體：因聚會產生聯誼；因聯誼形成
共識；因共識激發服務；因服務造
福人群；因此撥空參加例會放輕鬆
聯誼，聽聽例會節目以增進資訊交
流，即為扶輪。 

2. 扶輪行為的準則— 
A. 以身作則，在所有行為與活動中

實踐正直的核心價值。 
B. 利用個人的職業經驗及專才在扶

輪提供服務。 
C. 在個人、事業及專業的一切事務

遵守道德，以鼓勵並促進崇高道
德標準作為他人典範。 

D. 以公平的態度與他人往來，並視
他們為人類同胞，以應有的尊敬
對待他們。 

E. 促進對所有利益於社會之職業的
承認與尊敬。 

F. 貢獻個人的職業專長以提供年輕
人機會，幫助其他人解決特殊需
求，增進個人所在社區的生活品
質。 

G. 尊重扶輪，扶輪社友所給予的信
賴，不做任何使扶輪及扶輪社
友，招致反感或聲譽受損的事。 

H. 不向社友要求一些一般在事業或

專業上不能獲得的特權或利益。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201920005號函—函請推薦青少
年參加本地區2019-20年度國際扶
輪青少年交換計畫。報名期限自即
日起至8月31日截止，社友家中有適
齡15-18歲之青少年，並對此交換有
興趣，請向秘書處索取相關資料。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來函 

 台灣扶輪月刊7月1日正式推出電子
版，請各位社友參閱週刊＂如何上
網到協會網站將網頁建立於ios系統
或Android系統手機桌面的說明。 

各社訊息 

 花蓮社來函，本地區總監張秋海
DG Audio伉儷一行訂於7月19日例
會公式訪問，敬邀鈞座及貴賓蒞臨
指導。時間及地點：中午12:20-
13:00用餐／花蓮翰品酒店3樓芒種
廳；13:00-14:00例會／花蓮翰品酒
店B1香榭廳。 

 台中港區社訃告—前社長白標煌 PP 
BIG 母親壽終內寢，告別式訂於 7
月 13 日上午 7:30 家祭；8:30 公
祭，喪宅：台中市清水區北寧里董
公街 2 號，請第四組輪值社友撥空
出席，除了輪值社友外欲一同前往
致意，請知會秘書處。 

社長報告～ 

 第一次敲開會鐘有點緊張。 
 今天有一個下年度的公式訪問調查
表，關於 WCS 案部份，請社友踴躍
支持。 

 明年總監來電，關於下屆地區引導
人訓練會希望由本社承辦，社友若
有想法請提出討論。 

 本社對扶輪基金的支持，除了每年

輪值的 3 位社友外，也謝謝 PP 
Hegar 支持 1 顆。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IPP Yo chih 

 入社 10 年，這是第 3 次擔任公共
形象主委。感謝去年 AG Elephant
及執秘，他們投稿台灣扶輪月刊及
總監月報，這是不需花錢就可以為
社裡做形象的方式。另去年在中華
路與中山路也設置電子看板，至目
前為止還在刊載。但效果最好應是
0206 吧！ 

 稍早召開結算會議，感謝上屆的理
監事及財務長，結餘款將用於修繕
米老鼠本社社名牌，由 PP Mark 負
責，不足約 6,000 元則由他吸收，
大家給他一個感謝的掌聲。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Lunch 

 本委員會除了扶輪基金外，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也屬於，目前 PP 
Bernard 及 PDG Young 將冠名捐
獻 2 位博士生，另去年的還有餘
款，將再與社長討論是不是要再推
1 位碩士生。而因本社今年擔任 AG
社，將主辦地區獎助金計畫—弱勢
家庭火災警報器，此計畫經費除了
DDF 外，自籌的 18 萬將與花蓮各
社平均分攤。本委員會今年將在社
長的目標下努力達成。 

社員委員會主委～Bulega 

 本委員會今年的工作：1.安內—社
友間若有摩擦，本人將扮演協調角
色 2.招募新社友—有優秀的社會青
年，請通知本委員會，將與副主
委、社長前往拜訪。另新手上路，
請多提點。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Jeff 

 首先感謝上屆主委，本人將跟隨他
的腳步，上屆有很多好的服務計
畫，也推展的很成功，希望在他的
不吝指教下，今年的服務可以做得
更好並順利推動。 

社友時間～ 

PP Elephant： 
 關於承辦地區訓練會是不是要提理
監事會議討論會比較好 

 關於剛扶輪基金主委說的消防警報
器計畫，這是與花蓮消防局合作，
預計捐贈 1,000 個，300 元／個，
將用雷射刻上社友公司行號或社
名，若社友想個人參與，也請與本
人連絡。 

PP Mark： 
 今年本人擔任高爾夫球主委，這是
個人努力爭取的，本團隊【總幹
事：Ken；競賽組長：A Ming；財
務長：Window】。並感謝隊長贊助
$20,000 元，本人贊助$5,000
元。 

PP Lunch： 
 本人今年擔任花蓮地區扶輪隊隊
長，為大家服務是本人的榮幸，我
們的團隊【總幹事：Bulega、財務
長：Longer、競賽組組長：PP 
Mark】，今年為了不增加大家的負
擔，所以與本社主委 PP Mark 溝通
後，降低社裡的隊費支持，也希望
社裡的同好都能加入花蓮地區扶輪
隊。另感謝光榮團隊 PDG Victor
持續支持$50,000 元油票及前隊長
PP Ivan 贊助$20,000 元。 

歡喜時間～Longer 

 夏天平常的例會穿輕鬆+徽章。 
 社裡有規定（如參加各社授證、告
別式等輪值）將照著執行。 

 今年想用多元、活潑的方式，讓大
家很高興的將錢捐出來 

紅箱收入$23,200 元 

備註： 
1. PP Mark$700 元 

2. 統一歡喜：社長$1,200 當選人
$1,000 元、秘書$800 元、社友各
$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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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數 28 人  

補 出 席 4 人 
Engine、
Noodles、
Marlon、Jimi 

缺席人數 9 人 

Camera、
Afuku、Genius、
Luke、Kuo chi、
Sky、Garden、
John、Ken 

出 席 率 78.05% 

～活動翦影～ 

 
PP Six 分享扶輪知識 

 
歡喜時間規則提醒 

 
地區獎助金—火災警報器募集計劃記者會 

 

2019立法會議針對扶輪社與地

區進行的必要改變 
(括號中的數字代表相關的法律條款。)  

出席  
補救缺席情況。 扶輪社員可以補救
同一年度扶輪社會議的缺席情況。
(19-35)  

扶輪社理事會  
社長。 若無法選出繼任者，扶輪社
社長的任期最多可延長一年。(19-22)  

扶輪社財務  
財務報告。 年度職員選舉會議包含
扶輪社年中財務報告，以及今年與去
年的開支。(19-24)  

衛星扶輪社的財務情況。 衛星扶輪
社的財務情況可受稽查與審核。(19-

29)  

扶輪社社費調漲。 2019-2010年的會
員費是每半年34.00美元。為了提升
對扶輪社的服務，國際扶輪連續三年
的半年度社費已調漲美金0.5元，每
年調漲一次；亦即2020至2021年的社
費為每半年美金34.50元，2021至
2022年則為每半年美金35元，而2022
至2023年則為每半年美金35.50元。
(19-82)  

變更扶輪社社名或地點  
通知期延長。 若要提議變更扶輪社
的社名與所在地，請至少在變更交付
表決前 21天(目前規定為 10 天前)，
將變更內容提供給所有社員與總監。
(19-26) 

現代化語言。 在同一所在地成立扶
輪社，已不再有職業分類限制。即使
該所在地已有一或多個扶輪社，仍然
可以成立新的扶輪社。若某個扶輪社
的大部分活動是在網路上進行，則其
所在地將為全球或是由理事會決定。
(19-28)  

扶輪社規則  
現代化語言。 「模範扶輪社章程」
使用現代化語言撰寫並縮短篇幅，以
加快處理流程與增進可讀性。政策方
面沒有實質上的變更。 請下載最新
的易讀版本，每個扶輪社都必須使
用。(19-30與19-116)  

地區資金  
截止時間展延。 總監服務一年內，
將提供一份經獨立審查的地區年度財
務報表，及地區資金報告，並建請地
區扶輪社社員核准。(19-57)  
地區領導  
沒有副總監。 若總監無法執行業務
且尚無指定的副總監，則代理總監一
職唯有前總監可代理。(19-53)  

選舉  
扶輪社的代表票數。 一個扶輪社的
代表票數是根據7月1日該扶輪社繳款
通知上載明的社員數為準。(19-49)  

提出挑戰的截止時間。 若收到有效
的總監提名挑戰，如果挑戰維持30天
有效，將進行候選人票選，可經由郵
件投票或在地區年會中票選。(19-52)  

地區社費。 扶輪社須已繳交社費並
經總監確認在該地區無欠費情況，才
能參與票選理事提名委員會的社員或
替代社員、票選總監提名人，或者在
地區年會中取得被選舉權。(19-54)  

社員 
扶輪青年服務團 (扶青團)。 就像是
扶輪社，扶青團現在是國際扶輪的成
員。扶青團或贊助扶青團的扶輪社，
皆無作業變更。這項規定會提升扶青
團的地位，並讓國際扶輪能夠增加支
援與資源，以助扶青團成長。(19-72)  

多元性。 扶輪社依賴來自四面八方
的社員，才能夠發揮多元性的優勢。
(19-18)  

職業分類。 職業分類的限制已移
除，所以扶輪社能夠自訂適當的特定
職業分類社員數。此外，不再使用各
地扶輪社的職業分類限制經選舉或指
派的公職人員參與扶輪社。(19-37與

19-39)  

小型扶輪社。 若扶輪社社員人數少
於六人時，總監可要求國際扶輪結束
該扶輪社。(19-70) 

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

洋，扶輪社中，總愛歌唱，好叫客

人心歡暢，一見總監大家歡暢，希

望總監有同感，請將扶輪精義闡

明，若有指示亦請講。 

扶輪頌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早已聞名世界，  
從南到北，由東到西，服務最多，
獲益最大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像一個大家庭， 
增進情感，促進友誼，各盡己力，
服務他人 
R-O-T-A-R-Y 叫做扶輪社。 

扶輪社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 

哦! 我們歡迎 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 Ro-ta-ri-an 請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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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張秋海 D.G.E. Audio 

所 屬 社：五工扶輪社 

夫人姓名：廖麗玉 Brenda 

職業分類：音響製造 

現    職：燕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248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六路 44 號 

電    話：02-2299-3656   傳真：02-2299-0129 

行動電話：0910-036-631 

E - mail： liao_liyu@yahoo.com.tw 

 

扶輪社經歷： 

1998 年 3 月 5 日加入五工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1997-1998  社區服務主委、世界服務副主委、人類發展委員、社刊委員 

1998-19999 社區服務主委、世界服務副主委、人類發展委員、社刊委員 

1999-2000  會計、青少年活動主委、社區發展副主委、服務夥伴委員、世界服 

務委員  

2000-2001  理事、社會服務主委、國際服務委員、公共關係副主委 

2001-2002  社長當選人、助理會計、社刊主委、出席副主委、運動副主委、聯 

誼委員 

2002-2003  社長、理事 

2003-2004  職業服務主委、理事、扶輪家庭副主委、顧問委員、青少年活動委 

員、服務夥伴委員、扶輪百週年委員 

2004-2005  扶輪基金主委、青少年活動副主委、社區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05-2006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服務夥伴委員、顧問委員 

2006-20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 

2007-2008  理事、職業成就主委、扶輪家庭副主委、聯誼委員、出席委員、社 

員暨社員擴展委員  

2008-2009  社區發展主委、社員暨社員擴展委員、公共關係委員、顧問委員 

2009-2010  世界服務主委、社區服務委員、消除小兒麻痺委員、顧問委員、社 

務服務委員、聯誼委員 

2010-2011  扶輪基金副主委、社區發展委員、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1-2012  理事、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職業成就委員、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 

委員、顧問委員、社務服務委員 

2012-2013  職業服務副主委、扶輪基金委員、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3-2014  社區服務主委、登山委員、社務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4-2015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扶輪基金委員、顧問委員 

2015-2016  理事、職業認識主委、社區發展委員、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6-2017  職業分類主委、社員暨社員發展委員、顧問委員 

2017-2018  顧問委員、國際服務委員、友社關係委員 

2018-2019  顧問主委、友社關係委員、世界服務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2004-2005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扶輪寶眷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地區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地區年會執行長副主委 

2008-2009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主委 

2011-2012  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地區團隊訓練委員會主委、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2019-2020 年度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社團法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常 

務理事、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總監提名人 

2018-2019  總監當選人、地區地帶研習會推廣主委 

社團經歷： 

新北市消防局五工消防分隊顧問團團長  新北市產經跨業交流會會長 
新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會長  台北縣廠商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新北市廠商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北區榮譽主委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新北市工業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顧問   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國際會議： 

2002-2003  馬來西亞 RI 社長親善會議 2003-2004  日本大阪世界年會 

2004-2005  美國芝加哥世界年會   2013-2014  澳洲雪梨世界年會 

2014-2015  巴西世界年會    2015-2016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2016-2017  亞特蘭大世界年會   2017-2018  多倫多世界年會 

2018       印尼日惹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8-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9-2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0-2001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2-2003  2 顆永久基金捐獻   2003-2004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4-2005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5-2006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6-2007  巨額捐獻、超我服務獎   

2007-2008  保羅哈里斯之友、超我服務獎 

2008-2009  巨額捐獻     2009-2010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0-2011  巨額捐獻     2011-2012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2-2013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3-2014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4-2015  保羅哈里斯之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永久基金捐獻、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5-2016  保羅哈里斯之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6-2017  AKS 會員、巨額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7-2018  巨額捐獻     2018-2019  巨額捐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