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友時間～ 

PP Jason： 

 建議社長有空輪流到社友家裡坐坐，私底下連絡大家感
情，不然在沒有例會的情況下，會讓社友感覺愈來愈沒有
向心力。 

PP Bernard： 

 上月底到慈濟住院一週，住院的原因是尿道發炎，因為水
喝太少，所以現在每天都要喝 2000cc 的水。 

Doson： 
 關於 PP Bernard 提到的每日喝水量是不含飲料等。 

AN： 

 2個月沒有開會了，很期待例會。 

Bulega： 

 為了慶祝本社榮獲總監盃 Golf 冠軍，PP Hegar 要請各隊
友吃飯，在此先謝謝他。 

 PP Cab 平常有在吃控制血糖的藥，為了總監盃 Golf 球賽
停藥，真得是用生命在爭取榮譽。 

PP Ivan： 

 建議急救時不要自己載去，最好還是叫救護車。送 PP 
Bernard 到醫院那天又加上下很大的雨，真是慘狀。也提
醒社友趁年輕要多保養、多喝水。 

出席報告～代理Window 

社員人數 43 人  

免計出席 3 人 Morinaga、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2 人  

補出席 11 人 
Leo、Engine、Lunch、Elephant、Mark、
Genius、Yo chih、Ceiling、Marlon、
Ken、King 

缺席人數 7 人 
Young、Camera、Toein、Afuku、Luke、
Kuo chi、Reg 

出席率 82.5% 

歡喜時間～Longer 

紅箱收入$6,500 元 

備註：PP Cab$1,500 元、PP Engine、PP Jason、Bulega、
Longer 各$1,000 元；Paint$1,000元(歡喜打球獲好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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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聯誼報告 
B. 頒發母親節禮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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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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節快樂～ 

戴靜子女士(PP Camera 母親)   李桂蓮女士(Reg 母親)  
吳阿緞女士(PP Engine 母親)   林秋英女士(Window 母親) 
何雅恆女士(PP Jason 母親)    陳素蓮女士(Chili 母親) 
蕭吳娟娟女士(PP Ivan 母親)   黃楊福英女士(Marlon 母親) 
邱金妹女士(PP Lunch 母親)   顏淑圓女士(Ken 母親) 
李迎櫻女士(PP Elephant 母親)   鄭婦女士(Bulega 母親) 
潘金菊女士(PP Mark 母親)    蔡金英女士(Longer 母親) 
鍾靜子女士(Luke 母親)    謝毓秀女士(King 母親) 
李廖優珍女士(Ceiling 母親)   連鳳娥女士(Jimi 母親) 
劉阿笑女士(Kuo chi 母親)   林秀媛女士(Teacher 母親) 
郭泉英女士(Eagle 母親)    吳冉妹女士(Borlin 母親) 
謝玉梅女士(Paint 母親)    羅越華女士(AN 母親) 



第 2245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Borlin 

 恭禧本社榮獲總監盃 Golf 球賽團
體組冠軍，個人獲獎部份：社長
季軍、PP Engine 第 5 名、
Longer 第 6 名、Bulega 第 11

名，也恭禧他們。 

 恭禧 IPP Yo chih 至台北市政府擔
任顧問一職，他要本人代為轉
答，以後的例會較不能出席。 

 星期六社長與花蓮分區各領導人
及各社長參加特搜大隊搜救設備
捐贈，活動圓滿成功。 

 本社派遣的 OB 生林家瑜於 3 月
中已於法國返回，聽其述說返回
過程：在法國全身打包，全程沒
有上廁所也沒有吃東西，Yo chih

夫人開車至桃園機場接，返回花
蓮進行居家隔離 14 天，於本月初
完成隔離；接待之 IB 生林心如原
訂 4 月 15 日返回義大利，但因訂
的班機沒飛，目前繼續留在台
灣，待機票重新安排後返回。 

 恭禧 Bennett 夫人懷三胞胎。 

扶輪知識時間～Jimi 

在例會合唱—是由芝加哥扶輪社印刷
業的社員 Harry Ruggles 提議。透過
唱歌可以讓社友在聚會中更放鬆，更
感覺愉悅快樂，增進社友聯誼及社內
向心力及凝聚感。後來影響了其他團
體、甚至軍隊以及芝加哥市及全國，
非常轟動。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代理 Jerry 

地區辦公室來函 

 201920105 號函—本地區第三十
屆地區年會實體出席取消，為因

應本次疫情防疫政策指示及避免群
聚感染，經籌備委員會決議，原定
實體出席將予取消，改為全程錄影
播出，請各社社友、寶尊眷依照下
述規定報名參加。 
1. 播出時間：5 月 28日(四) 
2. 報名參加費用： 

(1) 基本費：依各社 2019 年 12
月 31日社員人數，每人應
繳基本費$600 元。 

(2) 註冊費：每人$500 元。 
3. 報名註冊社友將獲取本屆大會
限量製作之年會提袋、手冊及
年度主題大浴巾，每社報名註
冊參加人數至少為社員人數之
60%。報名至 4 月 23 日止。 

4. 註冊費若有結餘款，將進行防
疫物資捐贈，請各位社友踴躍
報名。 

5. 為配合防疫政策，年會所做更
改方式造成各社不便，請諒
查。 

 第201920106號函—為本地區
2019-20年度第三十屆地區年會，
請各分區AG伉儷、DVS伉儷、各
社社長伉儷、各受獎人及祕書，出
席參加年會活動全程錄影，原國扶
辦字第201920100號函示實體出席
年會將改錄影播出。錄影時間、地
點及方式說明：  
1. 時間：5月13日(三)； 
2. 地點：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
館； 

3. 方式：  
(1) 依年會大會議程依序全程錄

影，各分區社友報到、進場
時間依報名人數遵照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最新指示辦
理管控調節。  

(2) 年會大會議程及各分區錄影
時段，將於報名完成後規劃
定案另行通知各社。 

各友社來函 

 花蓮地區各友社休會通知，請參閱
週刊。 

 菁英社來函，5 月 30 日舉辦之 1
週年社慶，因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因素取消辦理。 

 花蓮社來函，因新冠肺炎疫情持
續蔓延，原訂 5 月 14 日舉辦的授
證 59 週年慶祝典禮延期至 6 月
30日與第 59、60 屆交接晚會暨
第 3000 次例會合併舉行，地
點：花蓮福容大飯店。 

社長報告～Eagle 

 很高興看到大家，身體都健康。
關於疫情影響到例會，若社友有
更好的建議請提出討論，將維持
原理監事會之決議每月 1 次例
會？還是需結合戶外活動？ 

 恭禧本社又榮獲總監盃 Golf 球賽
冠軍，感謝爭取榮譽的本社五虎
將：PP Engine、PP Cab、PP 

Jason、Longer及本人。今天本
人為表達感謝，將頒發禮金，而
另 6-12 名將由主委贊助，於下次
補頒發。 

 秘書 Ceiling 喉龍痛今天請假。 

 代表內人轉答，內輪會的活動因
疫情暫停，因此 4-6 月內輪會費
用將先不收。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Jeff 

 因疫情的關係服務活動目前都先
暫停。 

～活動翦影～ 

 
社長頒發爭取本社總監盃 Golf球賽冠軍獎
勵金↑↓ 

 

 

 
歡送 IB生林心如返回義大利 

Bulega：要朝社裡凝聚力為方
向，應該是社長決定，疫情與社交
活動確實是背道而馳。 

PP Bernard：我認為維持原理事
會決議維持一個月一次例會。 

PP Hegar：關於室內 1.5 公尺；
室外 1 公尺，若違反此規定有沒有
法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