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目時間 

題目：淺談汽車保險—社友 Borlin  

今天之分享是站在消費者的立場跟大家介紹汽車保險。重點
摘錄： 
1. 在台灣比較熟悉車體險分為：甲式、乙式及丙式，大部份
都保乙式。其差別：甲式包含不明原因的車損；乙式不含
不明車體險；丙式只有車碰車(需要警方處理)。甲式目前
比較少人保，因為保費比較高。 

2. 不限定駕駛險：車以個人名字買，三等親開肇事才有理
賠。目前酒駕抓的緊，因此本人建議保不限定駕駛，保費
也不貴。（限定駕駛保費會比較便宜，因為保險公司認為沒
有很多人開，通常出險機率就低）。 

3. 乙式加限額賠償：通常沒有車庫，車常會有小傷，可以加
保此險，有額度可以整理車。 

4. 竊盜險：車子從起保日起算，每個月會折舊 2%，第 1個
月 3%，1年則折舊 25%，保險是公式在算。竊盜險有自付
額，通常為 10%。如果保費負擔很大，可考慮保理賠一定
金額的竊盜險。 

5. 汽車零件險：現在比較少保。 
6. 颱風險：通常依居住地，若為低窪地區保費很貴，所以現
在保的人不多。 

7. 第三責任險：強制險不足要加保第三責任險。所以建議第
三責任險可以提高保額，因為保費不會增加太多。 

8. 超額保險：有分主約及附加。附加其優點是保費比較便
宜，但缺點若有肇事出險，第二年就會連超額保險都調
升；如果是主約，若第 1年沒有出險，第 2年就會調降。
保費不高大家可以考慮。 

9. 強制險：一定要保，但此險只有賠對方的醫療，沒有賠對
方財損，且沒有分誰對誰錯。 

10. 台灣的法規，路口擦撞，都有造責，造責的決定是依保險
公司經驗，如果雙方都有保險，則由保險公司去談。建議
肇事的第一時間要找警方處理，警方算是公正的第三者，
免得日後有爭議。 

11. 旅遊險基本上是跟產險公司買，因為理賠項目與壽險公
司、信用卡公司或旅行社的旅遊險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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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委 Do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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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報告～代理 Jerry 

社員人數 43 人  
免計出席 3 人 Morinaga、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8 人  

補出席 6 人 Young、Lunch、Cab、Doson、Window、Marlon 

缺席人數 6 人 Camera、Luke、Kuo chi、Reg、Ken、John 

出席率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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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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知識分享~衛星扶輪社是什麼？ 
扶輪從 2013 年起就有衛星扶輪社。起初，衛星扶輪社是針對想加入扶輪，卻找不
到人數夠多的一群人來創社。正規扶輪社需要 20 名社員才能創社，衛星扶輪社只
要 8 名即可成立。 
如同所有扶輪社一樣，衛星扶輪社舉行例會，有細則及理事會，並參社區服務計
畫。當地一個扶輪社負責輔導該衛星社，並提供建議及支援，衛星扶輪社之社員
均為扶輪社員。正式的說法，他們同時為輔導社之社員。 
衛星扶輪社成長到有 20 名社員或更多人，即可選擇繼續作為輔導社之衛星社或申
請創社成為獨立的扶輪社。                 ～截錄台灣扶輪 2019 年 11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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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時間～PP Toein 

 11 月 12日美侖山社前社長 PP 

Pipe 告別式，感謝前往出席之社
友：社長、秘書、AG Elephant、
PP Mark 及 Borlin。 

 11 月 10日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感
謝出席參與的社友及夫，本社榮
獲運動晚會節目表演第一名。 

 恭禧 IPP Yo chih 獲中國國民黨提
名不分區立委，雖然名次比較後
面，但也表示其受到黨中央的肯
定，再次恭禧他。 

 PP Afuku 歡迎社友有空到他家坐
坐，本人再挑個時間號召大家，
他將用好酒歡迎大家。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920051 號函—函請各社參
與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耶誕環保
挖寶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 

1. 邀請各社社友把家中二手好物
整理進行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當日全數所得將納入新北市府
「幸福保衛站」專戶，照顧弱
勢兒童。有意提供義賣物資
者，請務必於 11 月 20日前告
知本地區台灣扶輪公益網。 

2. 時間：11 月 23 日下午 2:00； 

3.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地區辦公室通知—經濟部業於本
年 10月同意免費提供台北南港展
覽館一館及二館場地，以支持於
2021 年 6 月間舉辦之 2021台北
國際扶輪年會。因此本年度免收
每位社友贊助 2021 台北國際扶輪
年會新台幣$1,000元。 

各社來函 

 姐妹社—久留米北區社來函，關於
上個月日本關東大雨本社的慰問，
他們謝謝我們關心，也謝謝我們願
協助災區想法，但他們目前無具體
的支持計劃，再次感謝我們溫暖的
想法和熱情的問候。 

 台北英倫扶輪社來函，函邀參訪博
幼基金會課輔計畫暨捐贈儀式。 

1. 此計畫為去年本社配合 2顆
PHF，計畫已通過，RI 之獎助
金也於 8月撥款至主辦社。 

2. 預訂於 12 月 4 日於南投國姓鄉
數個參與課輔計畫的國小舉行
參訪暨捐贈儀式活動，特邀捐
助社出席參加，並請各社於 11

月 26 日前回覆參加名單。 

3. 集合時間：12月 4 日中午
12:00。  

4. 集合地點：台中烏日高鐵站。 

 菁英社來函，函知 11 月 20日之例
會變更地點至洋基牧場餐廳，時
間：下午 6:00【先開會後用餐】。 

 兄弟社台中港區社訃告—前社長高
源桂 Fruit 夫人仙逝，告別式訂於
11 月 25 日早上 7:30，喪宅：清水
區鎮新南路 117 號，本次輪值之社
友：PP Ivan、PP Cab、PP 

Afuku、Luke、Jeff、Doson、
King，請以上社友務必撥空出席。 

花蓮縣政府來函 

 關於花蓮日出香榭大道景觀工程案
之三角公園地上物遷移會勘，請派
員參加，時間：11月 21日上午
10:00，集合地點：花蓮代天府路
口牌樓。 

社長報告～Eagle 

 恭禧本社在花蓮分區聯合運會優異
的表現，也謝謝參與的社友及夫
人，在此致上誠摯的謝意。 

 三港聯合例會，目前蘇澳社已有安

排 12月 2日的行程(軍艦巡禮→
參觀蘇澳港的媽祖廟→於豆腐岬
餐廳設宴)。 

 本社在很久以前在花蓮市立殯儀
館前公園有設立形象標幟，目前
花蓮縣政府來文因為景觀工程要
本社配合地上物遷移會勘。時間
訂在本週四上午 10:00，邀請有空
的 PP 一起參與會勘，也邀請 AG 

Elephant 一起前往了解。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IPP Yo chih 

 關於配合世界展望會＂給孩子一
個安全的家＂訪視活動，已投稿
總監月報及扶輪月刊。 

 11 月 10日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是
花蓮 11社間非常好的公共關係。 

 關於開拓者石雕在 PP Genius 擔
任社長時已有協調過了，當時原
來是說設計時儘量閃過。本人認
要此案在社裡要先有共識，如果
有保留的意義及價值，大家要想
辦法去找遷移的地點及費用；如
果是決議配合公共建設，照相留
紀念，事情就比較單純。                  

社員委員會主委～Bulega 

 歡迎今天來見習的安偉業先生。 

 稍後臨時理事會，將有 1 位新社
友入社案，其基本資料：吳尚
霖，66 年次，是大金花東區的業
務經理，學歷：研究所。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Jeff 

 11 月 6 日下午與世界展望會人員
前往訪視個案家庭，感謝參與的
社長、社當、秘書及 Longer，經

過訪視讓我們更瞭解贊助費用的
使用情況，也希望下次若還有這
樣的活動，社友可以多多參與。 

社友時間 

PP Hegar： 

 今天見習的社友是本人還沒有開
業時在郭婦產科接生的。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24,300 元 

備註： 
 PP Hegar$2,000元(歡迎見習社友
安偉業先生)； 

 PP Lunch 糾察$500元(未找職務代
理人)；社長(買時間)$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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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席社友各
$600元。】 

～例會翦影～ 

 
歡迎見習社友安偉業先生 

社友 Borlin分享”汽車保險” 

貴賓～安偉業 

 本人從事建築及室內設計工作，
目前已婚，有一個小孩，很高興
今天來參與貴社的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