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奈及利亞顯示已 3 年沒有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病例 

經過與奈及利亞政府密集往來商討是否公開確認此一里程碑
之後，國際扶輪終於獲准向公眾及在扶輪網絡中確認。 

關鍵訊息 

 里程碑：奈及利亞將很快超過 3年未發現任何野生小兒麻痺
病毒病例 
 2019年 8 月 21 日，奈及利亞距上次通報一件野生小兒麻

痺病毒病例將達 3年。 
 這意味著整個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可能會在 2020年中期

之前被證實野生小兒麻痺病毒已經絕跡。 
 在過去 3 年中，奈及利亞政府一直在加強免疫工作和改進

監測，以便為更多兒童接種小兒麻痺疫苗。 
 如果我們能夠接觸每個兒童讓他們接種疫苗，並繼續加強

監測和免疫工作，我們才能保護這一進展。 
 在政府、合作夥伴和扶輪社員持續不斷支持下，我們有信

心我們將會實現目標。 

o 認證：奈及利亞對抗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的進展意味著我們現
在可以開始評估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地域為野生小兒麻痺病毒
絕跡的區域 
 奈及利亞是非洲最後一個小兒麻痺疫區國家。 
 一旦奈及利亞已經 3 年沒有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病例，就會

有一個過程來確認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地域的每個國家實際
上都已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絕跡。 

 如果數據證實此一進展，整個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地域可能
會在 2020年中期前獲得野生小兒麻痺病毒絕跡的認證。 

 扶輪的角色：奈及利亞和整個非洲的扶輪社員致力於實現我
們對無小兒麻痺世界的承諾作為第一個夢想無小兒麻痺世界
的組織，扶輪社員捐獻他們的時間和金錢，以確保沒有兒童
因小兒麻痺而癱瘓。 
 扶輪為結束小兒麻痺的鬥爭捐獻了超過 19億美元。 
 在 10月 24日世界小兒麻痺日，奈及利亞和世界各地的扶

輪社員將齊聚一堂，共同表彰到我們在小兒麻痺方面取得
的進展，並商談為終結小兒麻痺仍需要完成的工作。 

 扶輪和我們的合作夥伴已使小兒麻痺病例減少了 99.9％ 
 由於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的努力，有 1800 萬人得以行走或存

活。      

～截錄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網站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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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預告 

9/7 中秋聯歡晚會【時間：下午 5:00；地點：怡園渡假村】 

9/16 社友 Marlon職業分享～全球投資趨勢分析 
9/30 社友 Borlin職業分享～車險理賠實務 

重要活動 
本社提供 2019-2020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博士班及碩士班各 1位名
額，受理於即日起至 9月 30日止。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24,700 元 

備註： 
1. Ceiling 糾察$1,100 元(出國未帶紀念品及服裝不整)； 
2. Bulega 歡喜$200 元、Bennett 歡喜$300 元； 
3.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當選人$1,0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含補
出席)社友各$500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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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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20-2021年度
總監當選人 DGE Brian及夫人 Aimee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20-2021年度
地區秘書 PP House 

http://taiwan-rotary.org/public/frontend/news/124


第 2212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PP Toein 

 本社今年接待的義大利交換生—
林心如已於昨天抵達花蓮，感謝
主委 Borlin 及 AG Elephant 伉儷
前往車站歡迎；另派遣的學生—
IPP Yo chih 女兒，也於今天下午
啟程，感謝社長及社友前往歡
送，祝福他一年的法國交換平安
順利。 

 恭禧 Bennett 愛犬添新成員。 

 夏天是冷氣行業的旺季，恭禧
Bulega 生意興隆。 

 歡迎 Ceiling 到日本大阪自由行平
安歸國。 

 PP Hegar 岳母壽終正寢，待訃聞
出來再公告大家，也請社友撥空
給予 PP 及夫人慰問。                                                 

扶輪知識主委～Jimi 

關於爐邊會議的名稱？ 

早期叫爐邊會，後來改名為家庭
懇談會，為什麼叫爐邊會，在美國因
為天氣關係確實是在爐邊進行；而在
台灣是指具聯誼、溝通性質的會議。
在此特別強調＂不能只重視吃，要設
定一個主題，主題要與扶輪知識有關
係，以輕鬆的方式進行，不是由上而
下，而是多邊的交流。最後提醒社長
及各組長召開時要先訂主題。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920019 號函—函告本地區
2019-20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交
換 Inbound 學生歡迎會暨語言文
化營，敬請轉知與會人員。 

 活動時間：8 月 31 日— 9 月 1
日； 

 活動地點：失親兒宜蘭利澤簡
活動中心。 

各社來函 

 姐妹社—久留米北區社來函，訂
10 月 10日下午 6:30 假萃香園舉
行創立 42周年記念慶典，敬邀社
長、社友及寶眷參加，並請於 9 月
13 日前回覆。 

 美侖山社來函，訂於 8月 29 日下
午 6:10 假花蓮翰品酒店地下室青
嵐廳舉行地區總監公式訪問暨寶眷
聯誼，敬邀 鈞座及貴賓蒞臨指
導。 

 華東社來函，訂於 8 月 28日下午
6:10 假 F 商旅花蓮站前館舉行總
監公式訪問暨女賓夕，敬邀 鈞座
及貴賓蒞臨指導。 

 東南社來函，訂於 9 月 5 日下午
6:10 假花蓮翰品酒店青嵐廳舉行
總監公式訪問，敬邀鈞座及貴賓蒞
臨指導。 

社長報告～Eagle 

 感謝代理二週的代理秘書 Jeff。 
 歡迎秘書 Ceiling 平安歸國。 
 謝謝今天與會的台灣煙酒貴賓，讓
社友品嚐雪莉及波本二款威士忌。 

 祝 IPP Yo chih 的女兒出國平安。 

節目時間～ 

～OMAR 威士忌介紹 

 －台灣煙酒公司事務員黃足惠小姐 

OMAR 是台語黑馬的意思。 
威士忌起源於英國蘇格蘭地區，

以前比較流行白蘭地，是因為一次天
災葡萄產量下降才開始釀造，威士忌
(Whisky)這個字來自蘇格蘭古語，意
爲生命之水(Water of Life)。 

敝公司的威士忌是在台灣唯一不
靠海的南投生產，利用中央山脈無污
染的水釀造。早期我們的威士忌不是
自己釀造，但因 2008 年金融海嘯，

買不到國外的原酒，才開始蓋威士忌
工廠，我們的廠長也遠赴蘇格蘭學
習。在 2013 年正式上市，2014 及
2015 年國際參展，獲得評審驚艷，
因此獲獎。 

台灣的威士忌因氣候濕熱，一桶
橡木桶的酒 1 年揮發 6-7% (蘇格蘭一
年揮發 2%)，因此 10年的威士忌酒
很少見且很珍貴。 

威士忌的製程中熟成很重要，透
過橡木桶會給酒味道及香味，陳年橡
木桶跟用過幾次的橡木桶製造出來的
酒就不一樣，一般放在橡木桶要至少
3 年才會熟成。介紹二款威士忌：波
本、雪莉，雪莉桶是來自西班牙，具
果香；波本桶是來自美國，顏色比
淡，木質味道較重。 

透過鬱金香酒杯(具聚集香氣效
果)品嚐此二款威士忌酒【第一層的
味道(酒杯靠近下巴聞)：波本—清雅
花香；雪利—濃的花香；第二層(鼻
子靠近杯緣聞)：波本—蜂蜜、奶油
味，雪莉—香蕉味且果香重；第三層
(鼻子深入杯中)：波本—杉木味道，
雪莉—焦糖味道】。二款酒精濃度都
是 46 度，沒有加焦糖，都是天然釀
造，天然的香味及色澤。 

社友時間～ 

Ceiling： 

 這次到日本在忍者村時發生了一
些意外，因為這個意外害我忘了
買紀念品回來拍賣，這是第 3 次
到大阪，但還是沒有玩透，大阪
這個地方真得還蠻好玩的。 

Noodles： 

 這二天到板橋去參加地區青少年
領袖獎訓練營，感覺花蓮的學生
較安靜，北部的學生較活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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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人  

補出席 6 人 

Young、Jason、
Elephant、
Mark、Yo 
chih、Window 

缺席人數 1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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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率 73.17% 

～例會翦影～ 

 
歡迎與會貴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