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為響應衛福部台灣 2025 消除 C 肝，成
立消除 C 肝推行委員會，由各地區委員們協助及結合扶輪
社並配合在地衛生局 (所 )推行 C 肝篩檢工作。以下是全台
各社消除 C 肝推行現況，共投入全球獎助金 1,941,871 美
金 (約新台幣 59,198,000 元 )。  
地區 主辦扶輪社 篩檢縣市鎮 金額 USD 
D3461 大甲北區社 台中大甲社區 60,000 
D3461 台中文心社 台中石崗東勢 60,000 
D3462 日月潭社 南投縣 50,000 
D3462 3462地區 彰化愛肝 CEO 6,452 
D3462 彰化西南社 彰化縣 6000人普篩 38,710 
D3470 台南鳳凰社 台南市行動 C肝醫療車 112,500 
D3470 嘉義玉山社 嘉義市 50,000 
D3481 台北傳世社 嘉義東石 70,000 
D3482 台北圓環社 嘉義新港 90,500 
D3490 板橋北區社 雲林 100,000 
D3510 台東社 台東卑南鄉及長濱鄉 96,774 
D3510 鳳山中山社 高雄市梓官 96,774 
D3510 高雄新市鎮社 高雄市桃源 45,161 
D3510 屏東縣第三分

區聯合 
屏東公車車廂廣告 3,871 

D3521 台北首都社 雲林元長水林 70,000 
D3521 台北同星社 雲林北港 50,000 
D3522 台北東誠社 

台北大仁社 
嘉義竹崎 80,645 

D3522 台北文林社 雲林褒忠 6,452 
D3522 台北草山社 花蓮縣 105,000 
D3522 台北 101社 消除 C肝公益籃球賽 38,710 
D3522 敦化社 嘉義縣朴子 49,000 
D3522 淡海社 台北市北投 61,548 
D3522 汐止社 新北市汐止 50,000 
D3523 3523地區各社

台北政愛社 
台北市保安宮 96,774 

D3523 台北南茂社 高雄市左營 50,000 
D3523 台北政愛社 新北市樹林 50,000 
D3523 台北逸仙社 宜蘭大同鄉 50,000 
D3523 台北南德社 台中大安 63,000 
D3523 台北西南區社 雲林土庫大埤 80,000 
D3523 台北南港社 嘉義市 80,000 
D3523 台北華茂社 桃園市 80,000 

(截錄台灣扶輪 2019 年 9 月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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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例會預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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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8 前社長 PP Cab 嫁女兒設宴 【時間：下午 6:00；地點：豐川菜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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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時間～PP Toein 

 恭禧 PP Cab 要嫁女兒，9 月 28日邀請各位社友出席宴席一起給予祝福。 

 IPP Yo chih 主導的花蓮觀護盃籃球賽，即將於下週二開打，本次有 10個
隊伍參賽，祝活動圓滿成功。 

 PP Hegar 岳母告別式已於 9 月 14 日圓滿，因適逢中秋假期期間，所以沒
有通知社友參加，但奠儀部份還是依聯誼公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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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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nger 手指在工地被壓傷，幸好
沒什麼大礙，祝他早日康復。 

 Borlin 到德國旅遊；PP Leo 陪同
女兒到美國；Engine 夫人去澳洲
旅遊；PP Elephant 到日本洽公，
祝他們一路平安，旅途愉快。 

 昨天 Golf 球賽，恭禧 PP Cab 獲

第一名(78 桿)；PP Engine 獲第

二名(79桿)及 Bulega 獲第三名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代理 Jeff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920025 號函—函請推薦
20-30歲之青年參加本地區 2019-

20年度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

派遣甄選，報名於即日起至 11 月
15 日止，對此有興趣之社友請自
行向秘書處索取相關文件，填妥
後逕寄地區辦事處新世代服務交
換委員會，完成報名程序，資料
不全或逾期者不予受理。 

社長報告～Eagle 

 入秋了，請各位 PP 及社友早晚多
加件衣服。 

 PP Hegar 岳母告別式已於中秋節
隔天圓滿，因為 PP 怕造成各位社
友的麻煩，所以沒有通知大家。 

 11 月 10日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的
晚會節目，由社長當選人、秘書
及社友夫人參與，目前已開始練
習，練習時間為每週一、三下
午，感謝 Young 夫人每次都準備
豐富點心，給予參與練習的社友
及夫人加油打氣，希望此次的演
出能獲好成績。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Jeff 

 關於本社上個月通過配合世界展望
會”給孩子一個安全的家”計畫，上
週已回覆該會，本社今年贊助 2單
位，經費新台幣$6 萬元。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IPP Yo Chih 

 下週的觀護盃籃球賽，已有麻煩
PP Mark 將本社之形象廣告佈置於
會場，透過時況轉播再次提昇花蓮
港區社知名度。 

 各委員會有特別的活動及照片可以
提供給本會，將麻煩執秘投稿，這
次的中秋節活動，已請執秘撰稿，
希望能夠刊登出來。 

社友時間～ 

PP Bernard： 

 明天將與 PP Ivan 參加立祥員工旅
遊，前往山東(遊玩煙台、曲阜、
青島等地方)，於下週二返回。 

PP Cab： 

 本人的小女兒將於 9 月 28日結
婚。 

 我的眼睛是在洪世明眼科開刀，在
PP Hegar 的建議下，開刀只需掛
號費，開的不錯，眼睛裡裝了人工
水晶體，現在看東西都變清楚了。
醫生提醒術後的保養很重要，電
腦、手機不要看太久，不要在燈光
不足的地方看手機，出門戴太陽眼
鏡。 

 關於昨天的球賽打出 78桿成績，
是因為本人已經勤練 2個月了，也
希望在明年的總監盃能為社裡爭取
好成績。 

節目時間～ 

全球投資趨勢分析— 
玉山銀行花蓮分行黃明隆副經理 
內容（略） 

 

出席報告～代理Doson 

社員人數 45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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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人數 23 人  

補出席 7 人 

Jason、
Elephant、
Noodles、
Window、Ken、
King、Borlin 

缺席人數 11 人 

Leo、Camera、
Engine、Afuku、
Genius、Luke、
Kuo chi、Sky、
Chili、Garden、
John 

出席率 73.17%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24,200 元 

備註： 

1. PDG Young$1,000 元； 

2. PP Cab$1,000 元； 

3. Longer$600 元； 

4.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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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活動翦影～ 

 
PP Cab分享眼睛手術復原狀況 

 
歡喜時間 

 
IB生林心如參加地區歡迎會暨文化學習營

 
體驗包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