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員發展的永續性 
截錄總監月報 108年 7月號 

一個好的扶輪社，必須要有優質的社友加入，共同投
入，而非一位社長所能成就其事務，需要更多的社員有錢出
錢有力出力共同經營其事務，來達到助人利他。 

在拓展社員時，如何闡述扶輪社的優質有別一般社團，
這是非常重要。扶輪社做了些什麼？有哪些吸引人的特質？
要邀請人進來真的很難，要讓社友離開卻也非常的容易，只
要有意無意的一句話，例會的氛圍，社友之間的互動再再影
響社友的去留。有時濫竽充數，卻非好事，只成社內凝聚力
量的瓦解。 

以往扶輪社是一群事業有成，有專業術養的人士所組成
的 NPO組織，但現在我們想吸引更多年輕人進來，或是第二
代的企業家。說坦白這些年輕人，必須為事業打拼，為了守
護上一代的事業，而努力不懈的工作著。公司賺了錢，才能
做公益。年輕人創業時，我們扶輪社能有效提供所謂的職業
服務嗎？能給年輕人機會，他們能在扶輪裡找到他們所要的
人脈嗎？我們要如何擴大職業服務，這些才是吸引年輕人入
社的主因。 

扶輪是百年的老店，如何讓百年老店屹立不搖，這些都
是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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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人  

大 陸 1 人 Lunch 

補 出 席 4 人 Leo、Jeff、Window、King 

缺席人數 10 人 
Camera、Afuku、Genius、Luke、Kuo 
chi、Sky、Reg、Garden、John、Ken 

出 席 率 75%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24,400 元 

備註： 
1. Longer$1,500 元、PDG You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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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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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PP Toein 

A. 頒發父親節禮金 
B. 頒發生日、結婚週年禮金 
C. 聯誼報告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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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社友時間 
5. 出席報告－Chili 
6. 歡喜時間—Longer 
7. 鳴鐘閉會 

♡♡♡父親節快樂♡♡♡ 

張仙景先生(PP Camera 令尊)  吳齊安先生(PP Engine 令尊) 

蕭崎昌先生(PP Ivan 令尊)  吳超群先生(PP Lunch 令尊) 

李旺生先生(Ceiling 令尊)  余宗柏先生(Kuo chi 令尊) 

鄭柳朝先生(Noodles 令尊)  林輝雲先生(Reg 令尊) 

黃森郎先生(Window 令尊)  吳忠友先生(Chili 令尊) 

王慶祥先生(Garden 令尊)  黃重雄先生(Marlon 令尊) 

王格非先生(Ken 令尊)   吳進源先生(Jerry 令尊) 

蔡有得先生(Bulega 令尊)   趙信雄先生(Longer 令尊) 

邱順一先生(King 令尊)   籃清安先生(Jimi 令尊) 

林勇龍先生(Bennett 令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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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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快樂 

PP Leo～8/7   Ceiling 夫人～8/13 

Bennett～8/16  Eagle～8/21   

PP Engine～8/23 PP Cab～8/28  

PP Ivan 夫人～8/29 Borlin～8/29 

永浴愛河 

Ken 伉儷～107/8/5 



第 2208 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歡迎 Longer 於歐洲平安歸國。 
 歡迎今天與會歸國報告的 PP 

Engine 公子及 Noodles 女兒。 
 PDG Young 當選港務局第 1 屆警友
會主任委員，本社用電子報賀稿方
式祝賀，可以連刊 7 天。 

 今天社長及 AG 到總統府參觀，因
為總監安排，AG 也為花蓮縣民爭
取福利，勇氣值得我們學習。 

 夏季旅遊報名人數 33 位，報名已
近尾聲，旅行社也將來收訂金，另
請參加的社友繳交個人應付費用。 

扶輪知識時間～Jimi 

青少年共事之行為聲明— 
國際扶輪致力為所有參加扶輪活動的
青少年創造並維持安全的環境。扶輪
社社員、社員之配偶及夥伴、其他義
工必須竭盡所能維護他們所接觸的兒
童及青少年的安全，此安全不只是心
理、身體的安全還包括情感及性方
面，也要預防遭受侵害。報章媒體上
關於青少年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扶輪
社長久已注意到這種狀況。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菁英社來函，原 8 月 7 日例會，為
配合與花蓮東海岸扶輪社聯合例會
暨父親節活動，變更至 8 月 4 日晚
上 6:00，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久留米北區社回覆函，主要內容：
感謝本社對九州大雨的關心，社裡
只有永淵信孝社友的工廠遭受了輕
微的淹水，但沒有重大影響，工廠
目前已正常運轉。而其他的社友沒
有嚴重損害，所有人都恢復正常。
再次感謝本社的關心。 

 本社下週一例會、寶眷聯誼暨慶祝
父親活動變更例會地點至 F HOTEL
花蓮站前館，會議時間：下午
6:30，先開會後用餐，並請邀請夫
人及父親一同出席。 

社長報告～Eagle 

 今天在 Auido 總監的安排，由 AG
帶領，與其他社社長前往總統府參
觀，總統親自帶我們參觀總統府及
立法院，Audio 總監也帶我們參觀
台北賓館，最後在立法院用餐後返
回花蓮。 

節目時間～ 

吳沁霖： 

我交換到 4100 地區，住的城市很
小、很熱、溫差大，也很乾燥，約 10
個月期間，下雨天數不超過 10 天。就
讀的學校很小，但人都很好、很熱情，
過得蠻開心，我的第一 Home 家會講
英文，所以剛開始的溝通沒有太大問
題，但 Home 媽英文不好 ，所以他一
直教我西班牙文；到了二 Home 家，
因為他們英文不好，所以我的西班牙文
就突飛猛進；而第三 Home 家因那段
時間很多旅行，所以相處時間不多。 

我們地區有 63 個交換生。很高興
可以出去交換，認識很多不同國家的
人。那裡過生日有個特別習慣，就是壽
星要咬蛋糕，其他人就會趁那時候，把
壽星的臉壓在蛋糕上。大家都說墨西哥
的食物很辣，但大部份的食物還是可以
選要辣或不辣。喜歡那裡的金字塔，因
為書中的圖畫都跑到眼前，感到很震
撼；還喜歡那裡的海及海攤，因為很
藍、很美。 

鄭晴文： 

我交換至 4110 地區，那個地區有
四個州，有 80 幾位交換生，但一半以
上都來自巴西，我住的城市屬於開發中
國家，房子都不高，那裡面積大，人口
不多，有點像花蓮。也因為很大，所以

都是以車代步，所以出門不方便，摩
托車不多，騎腳踏車也很危險。我的
第一 Home 家有個糖氏症的弟弟，爸
爸是獸醫，而媽媽在我交換期間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給我力量及幫助我，
家裡有另一位交換生，來自巴西(二個
交換生住在同一個家庭，在台灣是不
會有這種情況）；第二 Home 家是之前
來交換的鄭怏家，在那有很多問題(我
沒有自己的房間、沒有水可以洗澡、
家人也不太跟我講話等），在那裡就像
住旅館，因此只待 2 個月。如何度過
那 2 個月呢？每天下課就去健身房。
但回想也謝謝這個 Home 家，讓自己
成長不少。我唸的學校就像海星，同
學都很熱情，幫助我很多，其中一位
跟我很要好的同學對我說＂妳讓學校
變得很有趣＂，令我很感動。那裡的
人吃很多辣且每天都要喝啤酒。 

最後要分享 1 年交換的感想：自
己成長很多，覺得去哪個國家都不重
要，重要的是遇到的人，Home 媽
說：「上帝不一再考驗你，你只會站在
原地不動，他一直在學習，我也
是。」 

社友時間～ 

Longer： 

 本人也放暑假，去北歐 16 天，這
個行程等了三年，此趟是刻意要
去，3 月就報名了，收獲很多，覺
得人就是要充電。歐州分為南歐(浪
漫)、北歐(比較中庸)、中歐(嚴
謹)，北歐人很會生活，所以北歐有
三高：所得、稅務、消費都高。每
個地方各有它的風景，到芬蘭、冰
島、挪威、瑞典、丹麥，有些地方
火山地區寸草不生、有冰河、有森
林茂密，都有它的文化古蹟及歷
史，有機會大家可以去渡假。 

PP Hegar： 

 分享，星期六有同學來花蓮，住在

花蓮瑞穗春天溫泉酒店，我就到瑞
穗與他們會合，但覺得太離譜，一
晚$15,000 元(一泊二食)，每個房
間價錢都不一樣，覺得沒有那個價
值，本人認為再這樣下去，對花蓮
觀光影響很大，希望有利人士反應
一下。 

～例會&活動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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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往醫院探視 Borlin夫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