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09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歡迎廖信宇回台並參與本社今天之例會。 
 昨天球賽，恭禧 PP Six 獲第一名，社長獲 bb 獎。 
 Borlin 夫人上週車禍住院，祝他早日康復。 
 內輪會將於明天下午舉行本年度第 1 次活動，請報名參加之
夫人準時出席。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第 201920017 號函—函請推薦青少年參加本地區 2019-20 年
度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
可)，對此有興趣之社友請自行向秘書處索取申請相關資料。 

 第 201920013 號函—敬邀本地區各社踴躍支持原住民族之社
區服務計畫。 
 有意參與之社請以縣市為單位提送服務計畫，針對該縣市

境內原住民之服務計畫提送委員會核備，委員會將依計畫
內容核定補助金額，補助金額最高為新台幣 15 萬元。 

 補助經費來源由地區獎助金支持及地區原住民服務委員會
籌措，同時歡迎各社或社友贊助經費配合擴大服務規模。
贊助新台幣$2 萬元為共同主辦社，贊助新台幣$1 萬元為
協辦社。 

 第 201920015 號—函請各社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2019 年馬尼
拉扶輪地帶研習會。 
 研習會時間：11 月 29 日-12 月 1 日， 
 地點：菲律賓 馬尼拉 Marriott Hotel, Pasay City 
 請各社友及早註冊，請上研習會官網填寫報名表，並完成

線上繳費，註冊費：每人美金 280 元，若夫人同行註冊
費共美金 500 元。 

社長報告～Eagle 

 先預祝大家父親節快樂。 
 夏季旅遊因為參加人數不足而取消，在此向有報名的社友及
夫人致歉。另目前將規劃秋季出遊，待行程確定，再請大家
踴躍報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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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 Jeff 
B. 社長報告－Eagle 
C. 各委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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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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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人  

補 出 席 2 人 
Lunch、
Window 

缺席人數 12 人 

Cab、Afuku、
Genius、
Luke、Kuo 
chi、Sky、
Garden、
Marlon、Ken、
King、A Ming、
Jimi 

出 席 率 7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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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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會活動翦影～ 

豆茶寮午茶及手作示範 



 

  

 

～例會翦影～ 

 
生日快樂 

 
歡迎 2017-18年度 RYE交換學生廖信宇與會 

 
父親節快樂 

 
卡拉 OK時間↑↓ 

 
 

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
分區2019-2020年度第2次社長、

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19年7月26日(星期五)17:30 
地點：芳村活海產餐廳 
值東：花蓮社、花蓮港區社   
主席：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林俊彰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26人－請假 2 人－缺席 3 
人＋列席 0 人＝實際出席 21 人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地區副秘
書林俊彰致詞(略) 

三、 來賓致詞：(略) 
四、 報告事項：花蓮第二分區地區副秘

書林俊彰(略) 

討論提案：  

案一：研討 2019-20 年度花蓮分區聯
合運動會案。 
提案：中區社 
說明：今年度聯合運動大會時間—108年

11月10日(星期日)，地點—中華
國小運動場，目前規劃細節請參
閱附件１並請討論。 

決議 : 照案通過。 
案二：為增加花蓮各社社友間之聯誼，擬

辦理＂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
第一、二分區保齡球大賽，請討論。 

提案：菁英社 
說明：1.比賽時間—10/24初賽、10/26 

決賽、11/10扶輪運動會上頒獎 
2.比賽地點—大魯閣保齡球館(花
蓮市國聯五路58號3樓) 3.每社
經費新台幣$5,000元 4.活動相
關辦法詳如附件２。 

決議：照案通過。 
案三：研討聯合致贈地區總監禮品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Elephant 
說明：依循往例於運動會當日將聯合致

贈地區總監禮品，禮品費用由2
位助理總監、2位地區副秘書及11
位社長分攤(去年每人$1,000
元)，本年度是不是比照，而禮品
請誰負責採購，提請討論。 

決議：依往例辦理，經費$15,000元(2 
位助理總監、2位地區副秘書及11 
位社長各$1,000元)，委請AG  
Elephant負責採購。 

案四：確認第３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 
間、地點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Elephant 
說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請討論第 

3次聯席會的時間，並請值東社
(吉安社、中區社)提議地點，請
討論。 

決議 : 時間—108年9月27日（星期 
五）下午5:30；地點—永豐活海
鮮餐廳。 

案五：有關2019-2020 世界社區服務
計劃WCS捐贈緬甸甘妮小學教
室，擬建議參採花蓮一、二分區
扶輪社共同捐贈方式，請討論。  

提案：助理總監 AG Science、AG  
Elephant 

說明：本地區目標，總監期許各分區捐
贈一間教室。一間教室計新台幣
66 萬元(共劃分 33 個單位)初步
建議採花蓮兩分區合捐一間方式
進行。方案一：以社為單位，捐
贈人為各分區扶輪社，每社 2 顆
保羅哈里斯，11 社共 22 顆，共
計 66 萬。方案二：以社友為單
位，募集 33 個人，每人一單
位，每單位新台幣 2 萬元，共計
66 萬元。教室捐獻牌立上社友個
人名字。方案三：其他。 

決議：通過方案一，每社配合２顆保羅 
哈里斯。 

案六：花蓮第一、二分區聯合全球獎助 
金(GG)計畫—「2019-2020 年
度花蓮縣 3D 全自動免散瞳眼底
照相機儀器設備捐贈設備捐贈」
申請案。 

提案：吉安扶輪社 Notary 社長(承辦 
社)、AG Scince、AG Elephant 

說明：1.申請計劃書如附件 3。總金額如 
計劃書合計 56,500USD(約台幣
1,751,500)  2.主辦社：花蓮一、
二分區各社 

決議 : 請各社帶回社裡討論，待下次社 
秘會決議。 

五、 臨時動議 

提案：花蓮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DVS  
Kevin 

一、關於本年度社長秘書聯席會時之服
裝，請討論。 
決議：通過著輕鬆、整齊之服裝。 

二、請各社務必依花蓮分區之聯誼公約
(含告別式之參加)確實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