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 Telephone： 

 11 月 21 日與社長及秘書參與會勘於南濱三角公園的石雕
作品，此作品很坎坷，記得 40 屆時也因為道路規劃去勘
查 1 次，而這次是因為下水道工程，工程單位目前的規劃
是要將三角公園上的任何東西都移走，他們建議廢掉然後
設立＂解說牌＂方式。當時聽了很不舒服，個人認為本社
替花蓮做形象，設置藝術品，雖已捐贈所有權應不屬於本
社，但我們有權利瞭解其存廢。若要移動作品，就要找地
點設置(建議在社館舊址—翠堤公園)，但要本社自己找地
方，本人認為不合理，因此當時我的回覆是待社裡開會決
定。前二年有與創作者柳順天大師連繫，他有說若要遷移
可以協助，我想創作者也希望作品能被保留，本人也傾向
遷移石雕作品，技術上應該可行，但要本社支付移動經
費，難道縣政府規劃案子，都不用編列經費嗎？此作品是
創作者的心血，也是本社社友掏腰包設置，要用什麼方式
讓他留下來？  

PP Hegar： 

 石雕作品＂拓荒者＂，選在三角公園放置是要表達當時很
多先賢從海邊上來且溝仔尾的水也從那出海。已不知道當
時的對口是誰，本人處理看看，希望縣政府可以找地方放
此作品，若他們沒有經費，本社應該承擔。 

PP Jason： 

 本人認為拆除的工程應比遷移的費用多，等放置的地方確
定，再請建設處去跟得標的廠商談。遷移時若作品太大可
以請創作者協助，將底座跟藝術品切割，定位後再請創作
者恢復即可。 

PP Elephant： 

 關於拓荒者此作品 1985 年設置，此是有價值的藝術品。
但公務人員做事就是要在期限內完成上級之交待，他們不
會考慮其價值及情感問題。本人也去看過 3 次，目前應該
要先確定這個作品是捐給誰？是花蓮縣政府或花蓮市公
所？擁有者就該決定它的未來，本社是捐贈者是可畫清界
線，只要發公文給擁有者，表達希望他們妥善照顧此作
品。也已與建設處處長做二個溝通：1.先不要拆除 2.花蓮
政府應該編列預算遷移。經費可以商量，技術也沒有問
題，重點是要放在哪？若社友有個人的地方可以提供放置
是最好，若要公部門的地，就還要社長去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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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蘇澳社 Mickey 
 

01) 17:30～18:00 註冊聯誼  

02) 18:00 社長鳴鐘開會 蘇澳社社長 Computer 

03) 唱 扶輪頌 領唱:蘇澳社節目主委 Mickey 

04) 介紹各社社友及夫人 台中港區社聯誼主委 Puro 

05) 唱 歡迎扶輪社友歌 花蓮港區社聯誼主 PP.Toein 

 蘇澳社代理聯誼主 PP.Akira 

 領唱:蘇澳社節目主委 Mickey 

06) 社長致詞 蘇澳社社長 Computer 

 台中港區社社長 Maru 

 花蓮港區社社長 Eagle 

07) 社務報告 台中港區社秘書 Allen 

 花蓮港區社秘書 Ceiling 

 蘇澳社秘書 Peter 

08) 討論議案 三社全體社員 

09) 聯誼報告 蘇澳社代理聯誼主委 PP.Akira 

(十二月份壽星及結婚紀念慶祝) 

10) 糾察報告 花蓮港區社糾察主委 Longer 

11) 出席報告 台中港區社出席主委 Tony 

12) 鳴鐘閉會 花蓮港區社社長 Eagle 

13) 餐敘(兄弟社高球頒獎) 蘇澳社高爾夫球主委 PP.Bearings 
 

扶輪新知分享～～EREY 的表彰修改 
 無論是百分百扶輪基金捐獻社(指每位社友至少捐獻 US25 且人平均達 US100)或

EREY 捐獻社(每位社友皆有捐獻“年度基金”至少 US25，且“年度基金”項目
人平均達 US100)都有二個必要條件就是每位社友都有捐獻及人平均。 

 關於人平均的計算是 6 月 30 日在 RI 系統中的所有 Active 社員，此表彰是由扶
輪基金會於 6 月 30 日自動結算，無需另外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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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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時間～PP Toein 

 今天社長率 4 位 PP 及社友參加台
中港區社 PP Fruit 夫人告別式，
又趕回來開會，辛苦了！ 

 Bulega 伉儷、Noodles 伉儷及
Bennett 伉儷去澳門旅遊，祝他們
旅途愉快。 

 恭禧 IPP Yo chih 當選花蓮青溪協
會會長。 

 秘書 Ceiling 參與港天宮 36 週年
活動，很虔誠茹素至 28 日，也祝
福他生意興隆、閤家平安。 

扶輪知識時間～Jimi 

扶輪社員該做什麼事？(權利與義
務） 
— 應出席例會。 
— 參與扶輪社的各項服務。 
— 引薦新社友。 
— 防止社員流失。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1920052 號函—敬請各社繳
納 RYE 地區活動贊助經費。每位
社員平均分攤新台幣$200 元，請
依 10 月 31 日之社員人數為基
準，並於 12 月 30 日前繳交。 

各社來函 

 美侖山社來函，原 11 月 28 日例
會為配合『第十一屆 2019-20 年
度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變更時
間至當日 7:00；地點：台北市國
父紀念館。 

 吉安社來函，謹訂於 12 月 6 日下
午 6:00 假福容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舉行授證 39 週年慶祝典禮，敬邀

鈞座蒞臨指導。請輪值社友配合出
席，若臨時有不克請自行找代理。 

 
 
 
 
 
 
 
 
 
 
 
 
 
 
 
 
 

 

社長報告～Eagle 

 謝謝昨天與本人前往參加台中港區
社 PP Fruit 夫人告別式的社友 PP 

Leo、PP Ivan、社當及 Jeff，也謝
謝今天回程 PP Ivan 在宜蘭請吃林
場肉羹；PP Leo 請喝紅豆湯圓。 

 本週日將於礁溪登場的三港聯合例
會，主辦社—蘇澳社 Computer 社
長誠摯邀請大家的參與，晚宴將在
隆重中舉行。 

 爐邊會議目前還有三組未舉行，但
都已在密切籌備中。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副主委 PP Jason 

 歡迎今天第一次見習的吳尚霖先
生。簡單介紹，吳先生是大金冷氣
花東區的代表，是宜蘭人。 

 社員主委交待，有介紹新社友，他
將準備紅包表達感謝。 

社友時間～ 

 

 

 

 

 

 

 

出席報告～代理 Borlin 

社員人數 43 人  
免計出席 2 人 Morinaga、EN 
出席人數 27 人  

補出席 8 人 

Young、Leo、
Yo chih、
Noodles、
Window、
Bulega、King、
Bennett 

缺席人數 6 人 

Camera、
Afuku、Luke、
Kuo chi、Ken、
John 

出席率 85.37% 

～例會&活動翦影～

 
PP Telephone說明南濱三角公園之”開拓

者”作品存廢問題 

 
歡迎見習社友吳尚霖 

 
11/25前往參加台中港區社 PP Fruit 夫人告

別式兄弟熱情招待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24,000 元 

備註： 
 PP Cab、PP Afuku、Luke、

Doson、King 糾察$500 元(告別
式輪值未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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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下週一 12/2 之例會為配合三港
聯合例會變更至 12/1，地點：礁溪三
多利飯店。並請參加的社友注意： 
1. 參加三港 Golf 友誼賽的社友(除了
自行前往外)搭乘上午 8:38 的火
車前往，請於 8:10 於花蓮火車站
剪票口集合(有任何變動請連絡主
委 PP Mark)。 

2. 參加三港聯合例會的社友及夫人
(除了自行前往及打球社友外)，搭
乘上午 10:26 火車前往，請於
10:00 前於剪票口集合。 

3. 例會時請著正式服裝及佩戴今年
總監贈送之領帶及徽章。 

4. 住宿之社友及夫人，請當天自行
向飯店櫃枱繳納房費新台幣
$3,300 元。 

貴賓～吳尚霖 

 目前服務於和泰興業旗下的大金
花蓮公司，負責花蓮與台東的業
務。因與 PP Jason 有業務上接
觸，他很盡責的邀請本人到貴社
學習。目前還未婚，住在公司宿
舍，希望各位先進不吝指教，也
歡迎有空到敝公司泡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