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新訊息—全球獎助金的重大改變 
2020-21 年度的全球獎助金有一項重大改變。 
全球獎助金(Global Grant)計畫自 2013 年開辦至今，一直非

常成功，以驚人的速度不斷成長。然而，這種成長表示我們預期對
全球獎助金的需求將會大幅超過世界基金(World Fund)的負擔能
力。 

有鑑於此，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已決議世界基金的資源將只
用於對地區指定用途基金(DDF)捐獻提供配合款，配合款的比例仍
維持為 100%。自 2020 年 7 月 1 日起，將會取消對獎助金的現金
捐獻提供配合款。在 7 月 1 日當天，已經提出但尚未批准的全球
獎助金申請案，其現金捐獻仍可獲得世界基金的配合款。 

年度基金(Annual Fund)的捐獻將會投資用於地區指定用途基

金及世界基金。支持獎助金的現金捐獻則不會。社員支持年度基
金，可確保地區指定用途基金及世界基金有穩定的資源可挹注於改
變他人生命的全球獎助金計畫。 

此外，由於扶輪社員因應 COVID-19 大流行的努力，我們已
經用完今年度全球獎助金的預算。當大流行蔓延時，扶輪社員紛紛
採取行動，也讓全球獎助金的申請增加了 33%。這真的激勵人
心。請各位瞭解儘管核准程序已經暫停，我們仍然持續在審核申請
書，以便 7 月 1 日恢復核准獎助金時可以準備就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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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傳統中藥對大腸直腸癌治療的可行性研究—蔡孟修 同學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Chili  
9. 歡喜時間—Long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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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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時間～PP Toein 

 社長假日全家到七星潭散步兼練
球，祝福家庭幸福美滿。 

 PP EN 前陣子身體欠安，剛已致
電關心了。 

 6 月 13-14 日要參加蘇澳社授證暨
旅遊活動，目前報名的有 27 位社
友，也請尚未報名之社友儘快。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Ceiling 

各社來函 

 東海岸扶輪社來函，授證 1 週年
紀念暨第一屆、二屆社長交接晚
會慶典，敬邀鈞座蒞臨指導。 

1. 時間：6 月 23 日下午 5：30 

註冊、聯誼；6：00 開會 

2. 地點：花蓮福容大飯店 

3. 邀請參加人員：前總監、助理
總監、2019-20及 2020-21年
度社長&秘書 

台灣扶輪總會來函， 

 訂於 6 月 17 日下午 4:00假台北
天成飯店 2 樓國際廳召開第 15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暨改選第
15 屆理、監事，敬請會員社派員
一名代表出席。 

 
 

 

 

 

 

 

社長報告～Eagle 

 本週六本社授證 43 週年慶典，請

社友及 PP 帶著夫人撥空出席。 

 今年年會很特別採用錄影方式，錄
影內容也 PO 在群組，請社友自行
觀看，也謝謝 PDG Young 及 AG 

Elephant 伉儷撥空參與。 

 6 月 13-14 日參加蘇澳社授證暨旅
遊在 PP Toein 的號召下，目前有
60位參加，謝謝他的用心。 

社友時間～ 

PP Engine： 

 看到 Kuochi 退出社裡群組覺得很
可惜，他在花蓮是指標性人物，沒
有留在社裡有些遺憾。 

 參加蘇澳社授證的人數比較多，二
社不成比例，會不會不好意思。 

出席報告～代理Window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2人 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3 人  

補出席 10人 

Lunch、
ElephantGenius、
Paint、Reg、
Doson、Chili、
Marlon、Jerry、
Jimi 

缺席人數 6 人 
Camera、Afuku、
Yo chih、Luke、
Ken、King 

出席率 84.62% 

～活動翦影～ 

 

—授證 43週年慶典— 

 

 
社長獻詞 

 
總監致詞 

 

感謝支持 WCS計畫總監致贈感謝獎牌↑ 

 
輔導社社長致詞 

 
頒發保羅哈里斯之友獎章 

 
頒發中華扶輪獎學金受獎生獎學金 

 
社長當選人致謝詞 

本社授證 43 週年慶典訂於本週六
6/6 假翰品酒店 2樓彩蓮樓舉
行，請各位社友帶著夫人於下午
5:15前抵達會場，會場中也請協
助接待兄弟社社友及貴賓，謝謝
配合。 

 



 

 

 

 
聯誼餐會同樂 

—參加蘇澳社授證暨旅遊— 

 

 

 

 

 
藏酒酒莊百花釀↑ 

 
米特創藝美食館參觀↑↓ 

 
滿載而歸 

 

 

 

 

 

 

 

 



 花蓮第一、二分區 20-21 年度第一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記錄 
時間：2020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五) 17:30    地點：豐川菜館 
值東：2020-21 年度花蓮第一、二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主席：第一分區助理總監古宏偉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應到 26 人，請假 0人，缺席 1 人，列席 5 人=實際出

席 3 0人 
二、主席致詞：一分區助理 總監 AG Moly（略） 
三、來賓致詞：地區前總監 林慶明 PDG Young（略） 
四、報告事項：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1. 請鼓勵社友註冊參加 2020-2021 年度台北國際扶輪年會，並把握 2020
年 6 月 20~26 日期間註冊，享有早鳥優惠價每位 315 美元。希望每社都
能達 75%的註冊人數。 

五、討論提案 

案由一：研議 2020-21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修正案 。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說  明：2020-21 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經 2019-20 年度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 

會移交 2020-21 年度修訂後如附件一，是否再修訂，提請研討。 

決  議：照移交內容通過 。 

案由二：研討 2020-21年度花蓮各社聯合捐血活動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 AGMoly 

說 明：2020-21 年度花蓮各社聯合捐血活動時間表，請各社抽籤決定排序。時 

程若需變更，可與捐血中心調整或與其他社協調對換。  

※捐血中心建議是否改為每年各社固定月份，如玉里社固定在每年 12 月，其他社
是否比照如此，如：吉安社每年 8 月，花蓮社每年 9 月....等，這樣就不用每年抽
籤，而且也可對外說明每年哪一個月是某某社辦捐血活動，捐血人或朋友也比較
好記得。請討論。  

決議：仍依往例請各社抽籤決定排序，本年度除港區社不辦理捐血活動外，餘各 

社辦理時間如後：109/09/06/東海岸社、109/10/04/美侖山社、 

109/12/13花蓮社、109/12/15/玉里社、110/01/10/新荷社、 

110/02/07/吉安社、110/03/14/中區社、110/04/11/東南社、 

110/05/02/菁英社 110/06/06/華東社 

案由三：研討 2020-21年度總監公式訪問事宜。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說 明：2020-21 年度總監公式訪問各社日期如下，依往例第一次總監公訪時花 

蓮 11 個社聯合歡迎拍照，之後各社各自迎接總監公式訪問？歡迎紅布條 

費用由兩位助理總監分攤？提請討論。 

一分區：         二分區： 

07/17(星期五)中午－花蓮社 07/13(星期一)晚上－港區社 

08/20(星期四)晚上－新荷社 08/25(星期二)晚上－中區社 

09/02(星期三)晚上－吉安社 08/27(星期四)晚上－美侖山社 

09/03(星期四)晚上－東南社 09/22(星期二)晚上－東海岸社 

10/14(星期三)晚上－菁英社 09/29(星期二)晚上－玉里社 

09/30(星期三)晚上－華東社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2020-21年度花蓮第一、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請討論。  

提案人：東南社、中區社  

說 明：第一分區地區獎助金案「花蓮縣國民中小學網路小論文暨本土使  

命式行動研究競賽計劃」如附件二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花蓮縣行動不便及肢體殘障行動輔具捐贈計
劃」如附件三  

決 議：擬請花蓮一、二分區 11個扶輪社共同辦理，請各社帶回社裡討論，於第 

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7/24)時作出決議。 

※一分區地區獎助金案每社配合編列預算新台幣 30,000元 

※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案每社配合編列預算新台幣 15,000元  

案由五：有關編印花蓮第一、二分區社員名錄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說 明：花蓮第一、二分區社員名錄依慣例，由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聯合印 

贈，請各社於 2020 年 7 月 31 日前依去年度手冊增減修改後，連同相片 

送交雁山印刷公司排版編印。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六：有關 2020-21年度花蓮分區團隊報紙賀稿刊登乙事，請討論。  

說 明：一、往年年度團隊上任，都會在花蓮地方報刊登賀稿，各社分攤廣告費 

用(花蓮更生日報)，目的在建立扶輪的公共形象。  

二、刊登費用更生日報頭版，四張名片大小價格分攤至各社，由各社自 

行決定預算來源。備註：109 年度更生日報為 9620 元。  

三、是否如往年團隊刊登，以利扶輪活動大篇幅報導，強化扶輪公共形 

象。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七：確認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人：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說 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由花蓮社及港區社值東，
預訂於 7 月份召開，確實日期、地點由兩社決定後提前通知。  

決 議：時間—109年 7月 24日(五)；地點再行通知。 

六、臨時動議：  

提案一：敬邀各社參與國際扶輪 3490地區「支點獎助學金計劃」案。附件四  

提案人：2020-21 年度支點計劃委員會主委 楊朝傑 PP Land  

決 議：歡迎各社邀請或安排 PP Land到社裡報告計劃內容，各社無須編列預 

算，如支持此提案，可用樂捐的方式讓此計劃在花蓮地區能夠成行。  

提案二：考量各社長.秘書忙完工作後又要匆忙的換著制服趕著來參加社長秘書  

聯席會議，建議服裝方面無須太正式，以便服出席即可。  

提案人：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Eric  

決 議：無異議通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