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235次例會記要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43人  
免計出席 2人 Morinaga、Telephone 

出席人數 32人  

補出席 3人 Jason、Elephant、Genius 

缺席人數 6人 Afuku、Luke、Reg、Ken、King、Jimi 

出席率 8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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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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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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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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 訊息 

國際扶輪社長梅隆尼宣布因冠狀病毒疫情取消舉行 2020 年檀香

山國際年會 

親愛的扶輪社友、扶青社社員、朋友們：  
請讓我直截了當的告訴您一件不幸的消息：RI 理事會決定

取消在美國夏威夷州檀香山舉行的 2020 年國際年會。我們都屬
於扶輪家庭，必然的，您的安全是我們最重要的優先事項。正如
期待著參加今年年會的超過 20,000 名的註冊者，我所感到的失
望自不在話下。但是，為了保護出席者以及把檀香山視為家園的
人們的健康和安全，理事會的這個決定是必要且正確的判斷 。  

從現況來看，我們無法確保扶輪能夠保護出席年會者在路途

中，年會期間以及其後不至於受到新型冠狀病毒的威脅。我們無
法判斷入境美國的限制是否會在 6 月以前被取消。許多的註冊
者也對在今年召開年會感到憂慮。但是，也有許多人抱著希望能
按照計畫進行年會活動。理事會在經過慎重地考慮了各種可能性
之後，做出這個決定。  

我們瞭解大家必定迫切的希望知道如何取消註冊、入場券及
住宿，但是我們請求您暫時不要採取任何行動。我們正在努力為
所有的註冊者提供付還墊付款的程序。 

 
有關新冠病毒影响扶輪基金會運作的信息—由於在美國，因為
新冠病毒，許多州長宣布【就地避戶】，希望大家都待在家裡，
只有基本服務才能照常營業。國際扶輪的職員和扶輪基金會配合
的廠商也不例外，都必須待在家裡。因此： 
1. 我們目前無法收傳真。若您想捐款的話，請線上捐或使用匯
款方式捐，請不要使用電郵寄送信用卡資料方式。 
2.表彰因為【就地避戶】所以暫停寄送。希望大家能諒解。 

http://taiwan-rotary.org/public/frontend/features/201
http://taiwan-rotary.org/public/frontend/features/201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3,000元 

備註：PP Camera$3,000元 

～例會＆活動翦影～ 

—新春聯歡活動— 

 
永浴愛河 

 
生日快樂 

 
表揚第二季出席百分百，由 PP Bernard代表 

 

 

 

 
恭禧 PP Engine抽中 PP Bernard提供之紅

包 

 

 

 

 

 
恭禧 Jeff抽中 PDG Young提供之摸彩品 

 
奬落誰家 

 
恭禧 Teacher抽中最大獎—液晶電視 



 
探視住院中的 PP Morinaga 

—總監盃 Golf球賽— 

 

 

 

 

 
—參加吉安社承辦花蓮分區地區獎

助金計畫～特搜隊器材捐贈— 

 

器材 

 

 

 

 

 

 

 

 

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19-2020年度第6次社長、秘書聯席會 記錄 

時間：2020年3月27日(星期五)17:30    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51 人－請假 11 人－缺席 6 人＋列席 1 人＝實際出席 35 人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江躍辰致詞（略） 
三、 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蔡長書致詞（略） 
四、 2020-21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致詞（略） 
五、 貴賓致詞：前總監蔡志明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江躍辰 

1. 移交〝花蓮分區各社聯誼公約〞參考。(關於第5次社秘會前總監PDG 

TV建議，關於每次社秘會之主席應由各社社長輪值擔任及其它修正案，
請2020-2021年度第1次社秘會討論) 

2. 本地區第三十屆地區年會因新冠狀病毒疫情，經籌備委員會數次開會後
決議，延期至5月28日(星期四)並縮小規模舉行，地點：頤品大飯店—
新莊晶冠館，請各社長向社社友說明並配合。並請各社於2019年4月17
日前完成報名。說明如下： 
(1) 本次地區年會議程為1天； 
(2) 基本費維持原NTD $600元，註冊費調降為每人NTD $2000元； 
(3) 每社至少7位(含寶尊眷)參加，請勿超過社員人數之40%； 
(4) 與會人員務必遵守相關防疫之規定； 

(5) 用餐方式為：早餐-三明治，午餐-便當，晚餐-座位由大會安排。 
七、 討論提案：  
案一：花蓮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計畫結案報告案。 
提案：花蓮港區社 
說明：本案地區獎助金收入—各社15,000元×10社+23,799*1社=173,799元、

地區獎助金170,002元，收入合計343,801元；支出如明細表列合計
343,801元，詳如附件。 

決議 : 照案通過。 
案二：確認第7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Elephant 
說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7次聯席會訂於2020年5月召開)，請討論時間及請

值東社(菁英社、華東社及東海岸社)提議地點。 
決議 : 時間—109年5月23日(星期六)下午5:30；地點—晶采联營婚宴會館。 
案三：確認2020-2021年度第1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助理總監 AG Elephant 
說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建議第1次聯席會訂於2020年5月召開，由二位助理

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值東。) 
決議 : 待時間及地點確定再發文通知。 
八、 臨時動議 

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Science 報告：A.關於第一分區地區獎助金案內容將做
修正，預訂採買防疫物資或消防設備等，將於下次社秘會報告。B.關於吉安社主
辦之全球獎助金案原 3 月份將獲得扶輪基金會正式核准通知，但因為疫情關係將
延遲到４月初。 

花蓮各社因新冠肺炎疫情例會情況： 
 花蓮社：4/10、4/24、5/15、

5/22、6/5 休會。 
 玉里社：4/7、4/14、4/21 休
會。 

 吉安社：取消 4 月所有例會 
 中區社：取消 4 月所有例會 
 東南社：正常例會 
 美侖山社：取消 4 月所有例會

(4/9、4/23) 
 華東社：4/1、4/22 例會 

 新荷社：4/9 休會 
 菁英社：4、5 月所有例會(4/8、

4/22、5/6、5/20)休會 
 東海岸社：正常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