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友時間～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44 人  
免計出席 4 人 Morinaga、Hegar、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8 人  

補出席 2 人 Yo chih、Borlin 

大陸 1人 Lunch 

缺席人數 9 人 
Leo、Camera、Genius、Luke、Kuo chi、
Reg、Ken、John、King 

出席率 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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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選舉 2020-21 年度理監事、理事長及 2021-22 年度社長提名人 
8. 出席報告－Chili  
9. 歡喜時間—Longer 
10. 鳴鐘散會 

 

第 2229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PP Toein 

 昨天社長當選人 Paint 及下屆秘書 Noodles 前往羅東參加地區獎助金講習
會，2 位全程參與完成訓練。 

 新社友 AN 感冒，祝早日康復。 
 恭禧昨天地區扶輪隊月例賽獲好成績的社友：Jerry、PP Engine 及 PP 
Mark。 

 上週六帶交換學生還有我的家人到石梯砰露營，除了讓交換學生有不一樣
的體驗及美好的回憶外，本人也順道去那裡釣魚。 

～例會預告～ 

1/6 女賓夕【時間：下午 6:30；地點：力麗哲園 2樓聚悅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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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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化仁國中棒球隊贊助案討論 

Bulega： 

 關於化仁國中贊助案，本人也曾經參與捐贈活動，看到
那些學生穿上繡有本社社名的衣服，那種意義感到蠻愉
悅。今年世界 12 強賽，面對波多黎各主投江少慶也是化
仁國中培育出來。打球的小孩都很辛苦，社裡竟然有編
列預算，卻用臨時動議決議不支持，最後是 IPP Yochih

用觀護協會出面支持。本人認為這種議題不應在臨時動
議討論。 

PP Jason： 

 本人看法，年度工作計畫的預算有編，計畫內容也有
寫，就要去執行，要取消也應以正式提案；至於年度工
作計畫沒列的服務案，也可以另提理事會討論。 

PP Toein： 

 以事論事，理事會很重要，既然會議決議，社長是不能
左右，這也是他比較為難的地方。若理監事決議，有人
要推翻，那就不用開理事會，此事讓大家學個經驗，也
給未來的社長一個借鏡。 

PP Mark： 

 這個贊助案已有其他單位捐助了，若今年還是要做只能
用補救方式＂贊助他們其他的需求＂或是承諾明年支
持，也希望給這些小球員多一點溫暖。 



扶輪知識時間～Jimi 

社長資格： 

1. 遵守本社社章。 
2. 曾任本社理事、秘書或主要委員
會之主委或委員。 

3. 具有領導本社之能力並在社員間
深受尊敬與信任。 

4. 具有本社章程及細則及扶輪宗旨
之知識。 

5. 投入時間與精力以領導及推行本
社社務。 

6. 須出席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議
及地區講習會議。 

7. 曾出席一次或數次地區年會及國
際年會。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來函 

 函知本社推薦之 2019-20年度中
華扶輪獎學金候選人已獲選今年
度得獎學生。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會謹訂於 109 年 2月 8日下午
1:00 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
會堂舉行「創立 44 週年暨 2019-
20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敬邀
社長率領社友一同光臨指導∘ 

社長報告～Eagle 

 恭禧社長當選人昨天參加地區獎
助金管理訓練會完訓。 

 關於花蓮高農扶少團，本社已有
幾年沒有連絡了，正常是他們要
提出需求，本社才會將經費支
付。 

 上週二內輪會在秧悅千禧酒店舉
行的聖誕 DIY 蛋糕活動，參與的
夫人都玩得很開心。另也將於明
年 1月 13 日舉辦花開富貴迎新春
手作蘭花盆栽活動，內人要我在
例會宣導一下，請社友回去轉告

夫人，也請未報名的夫人儘快報
名。                

各委員會報告～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Paint 

 等一下有模擬選舉，請大家支持規
劃的理監事名單。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Jeff 

 今年預畫的社區服務活動大部份都
完成了，只剩明年 4 月份的捐血活
動，屆時再請社友配合並參與。 

公共形象委員會副主委：Teacher 

 下週一將錄製洄瀾電視台新春賀歲
節目，請社友當天著正式服裝出
席。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18,200 元 

備註： 
1. 社長買時間$300元； 
2. 花蓮地區扶輪月賽獲獎歡喜【PP 

Engine$200 元、PP Mark$300 元、
Jerry$500元】； 

3. 新社友 AN 歡喜$500元 
4.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社長當選
人$1,0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社
友各$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活動翦影～ 

12/17內輪會聖誕蛋糕 DIY活動 

 

 

 

 
 

 

 

  

 
12/22參加地區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賀國際扶輪林修銘前理事榮選為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國際扶林修銘前理事
PRID Frederick 於
2019 年 10 月國際
扶輪理事會會議 
被選為扶輪基金會保
管委員，任期 4
年，自 2020 年 7 月

1 日開始。 

   ~截錄台灣扶輪 2020 年 1 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