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728參加 2018-19年度歸國學生歡迎會 

活動翦影～ 

總監、主委頒贈歸國學生證書 

 

 

歸國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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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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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i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Ceiling 
B. 社長報告－Eagle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節目時間 
～2018-19 年度 RYE 歸國學生分享—吳沁霖、鄭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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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台灣 2025 消除 C 肝計畫 
 

2019 年 5 月 2 日國際扶台灣
總會在理長 PDG Plastic 的領導下，指派 PDG Jeffrey 擔任台灣 2025 消除Ｃ肝推動
委員會主委，並由全台灣 12 個地區主委參加委員會展開行動。 
衛福部感謝扶輪熱心為台灣人民的健康所做出的貢獻，並積極支持台灣 2025 消除 C
肝的國家政策目標。這目標如果達成，將可以成為全球扶輪社參與 WHO2030 消除
毒性肝炎的範例。目前衛福部己經準備好了 C 肝治療的經費 510 億，C 肝患者全納
入健保給付，目前的問題是有很多人不知道自己帶有Ｃ肝病毒、不知道這麼貴的藥

可以健保給付。希望扶輪社友都參與，告訴社區民眾這個好消息，鼓勵大家去篩
檢、去就醫，2025 消除 C 肝的目標達成，讓全世界扶輪社看見台灣。委員會也鼓勵
各地區以全球獎助金的方式協助高風險鄉鎮。(去年本社配合台北草山社的 GG 案—
花蓮縣六鄉鎮已核准通過)                    ～截錄臺灣扶輪 108 年 7 月號 

例會預告 

8/5 女賓夕暨父親節慶祝活動 

8/12 合併夏季旅遊 

8/19 
世界展望會” 2017-2019給孩子

一個安全的家”執行情形報告 

重要活動 

8/12-14 夏季旅遊-南台灣小琉球三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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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08年 7月 29出版 第 43卷第 5期 

 



第 2207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恭禧 PDG Young 當選港務局第 1
屆警友會主任委員。 

 PP Afuku 最近很忙碌，因為孫子從
美國回來，感謝他百忙中抽空來開
會。 

 8 月 12-14 日將舉辦夏季旅遊，因
逢暑假期間，時間跟房間很難安
全，希望社友熱烈參與。 

 Longer 到歐洲考察，祝旅途平安愉
快。 

 PP Jason 今天到中部參加省聯會會
議，祝他平安順利。 

扶輪知識時間～Jimi 

扶輪社的指導原則—於 1923 年社區服
務聲明開始，社區服務是扶輪成立的
宗旨之一，經過修改在 2007 年規畫出
5 大核心價值，此乃社友應具備的基本
特質，並將其採作扶輪策略計畫的一
部份。這些核心價值也獲得理事會重
申，並受到全世界扶輪社的大力支
持。五大核心價值為：1.聯誼 
2.正直 3.多元 4.服務 5.領導力。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920008 號函—敬邀各社踴
躍參與 2019-20 年度地區世界社區
服務WCS”緬甸甘妮小學興建工程
捐贈計畫”。 
 甘妮小學迄今有 60 多年，而當

時建材皆用木造，時間久遠，校
地又處低窪地區每遇下雨必定淹
水，年久失修搖搖欲墜，學生無
法正常上課影響甚巨。本地區總
監與 WCS 團隊於 2018 年 3 月

9 日前往緬甸進行會勘並與進行
溝通與修改。 

 本年度 WCS 委員會特別與 4 家
旅行社進行溝通，並安排含高球
團及觀光團，邀請各社友踴躍參
與，報名截止日為 7 月 31 日(機
位滿額時以捐贈者為優先報
名)，請有興趣參與之社友自行
向索取詳細行程。 

社長報告～Eagle 

 夏季之旅誠摯邀請各位社友一起到
小琉球享受熱情的陽光。 

 上週總監公式訪問感謝各位 PP 及
社友的協助，活動才能圓滿落幕。 

 感謝 AG 大力幫忙，讓本社承辦的
地區奬助金—弱勢家庭火災警報器
贊助計畫上電視台，提升本社之形
象。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副主委～Teacher 

 日前社長及 AG 上電視，講的很
好，對本社之公共形象提升不少。 

 PP Mark 之米老鼠修繕工程，若完
工也將對本社具正面形象。 

社友時間～ 

PP Afuku： 

 前 2 天於媒體 NHK 電視台看到有
關於久留米水災很嚴重，撤退 38 萬
人的消息，本社是不是應致函表達
關心。 

 2013 年美國明尼蘇達州有一家速食
店，排隊點餐的顧客中，有 1 位瞎
子，他在拿皮夾時，弄掉鈔票，結
果，被排在後方的客人撿走，當時
的服務員目睹一切。服務人員告訴
這位客人，但此客人還拒絕歸還並
且離開，此服務員自掏腰包，補償
視障客人損失的金額，他的行為被
民眾拍下、上傳網路，獲得大老闆

巴菲特的稱讚。這故事帶來什麼啟
發？見義勇為，難得是勇。 

 黃絲帶是在第一世界大戰開始的，
1975 年有一個關於黃絲帶的故事，
一位被判刑三年的男子，在出獄前
夕，他寫了一封信給在喬治亞州的
妻子，問她是否還願意接納他，如
果願意的話，便在他出獄當天，在
家門前那棵老橡樹上繫上一條黃絲
帶，如果他沒有看到黃絲帶的話，
他會識趣的離開。在返家的公車
上，他的心裡七上八下，既期待又
怕受傷害，他甚至不敢睜開眼睛，
最後聽見車上所有的乘客歡呼，老
橡樹不僅有綁上黃絲帶，還綁上很
多黃絲帶，頓時感動得熱淚盈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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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人  

大 陸 1 人 Lunch 

補 出 席 9 人 

Young、Leo、
Jason、Genius、
Window、John、
Jerry、Longer、
King 

缺席人數 8 人 

Camera、Luke、
Kuo chi、Sky、
Noodles、Reg、
Garden、Ken、 

出 席 率 80.49% 

歡喜時間～代理 PP Mark 

紅箱收入$55,900 元(現金收入

$1,800 元；IOU$54,100) 

備註： 
1. 社長$6,000 元、社長當選人$5,600

元、秘書$5,000 元； 
2. PP Mark、Longer 各$2,200 元；

IPP Yochih$2,000 元； 
3. PP Bernard、PP Hegar、PP Ivan、

PP Elephant、PP Afuku、Chili 各

$1,000 元； 
4. Bulega、Jimi、Borlin 各$800 元 
5. PP Six、PP Toein、PP Engine、PP 

Cab、Marlon、Bennett 各$600 元 
6. Jeff、Doson、Teacher 各$500 元； 
7. 未出席例會各$1,000 元； 
8. PP Genius、Ken 糾察各$500 元(沒

有參加玉里社 PP JO 母親告別式) 

～例會翦影～ 

 
PP Afuku小故事分享 

 
歡喜 IPP Yo chih捧紅箱 

 
扶輪知識分享 

Inner Wheel International 創始於
1924，創始者 Margarette Golding
是職業婦女-護士，丈夫是扶輪社
員。當年扶輪社尚無接納女社員，故
她另召募 26 位女生創立「內輪會」。
此內輪會與扶輪社內輪組織無關。首
次會議於 1924/01/10 在 Manchester
舉行，共由 27 位女生創始；1934 擴
及英愛。訂每年 1 月 10 日為「國際
內輪會日」。 
「內輪會」與扶輪社無關，不適用＂
內輪會＂來表示社內寶眷聯誼組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