頒發擔任地區職務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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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Bernard
P.P. Hegar
P.P. Telephone
P.P. EN
P.P. Leo
P.P. Camera
P.P. Toein
P.P. Engine
P.P. Jason
P.P. Six
P.P. Ivan
P.P. Lunch
P.P. Elephant
P.P. Cab
P.P. Mark
P.P. Afuku
P.P. Genius
P.P. Yo chih
S. Noodles
I.P.P. Eagle
P. Paint

地區諮詢委員會 委員
世界年會 HOF 地區節目委員會 委員
地區新社顧問委員會 委員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 委員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 委員
地區節能減碳計劃委員會 委員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 委員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 委員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 委員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 委員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 委員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 委員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 委員
地區關懷老人委員會 委員
地區引導人訓練會 DTTS 主委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 委員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 委員
扶輪中央系統委員會 委員
偏鄉教育委員會 委員
地區公共形象推廣委員會 委員
地區偏鄉經濟發展委員會 委員
地區新住民關懷委員會 委員
地區 RYLA 委員會 委員
地區惜食委員會 委員
社長

理監事會議預告～109/7/20(例會後)
 請理監事撥冗出席。
例會預告～109/7/27
主題：成效卓著的「支點獎助學金計畫」。
主講人：國際扶輪3490地區支點計畫委員會主委楊朝傑
PP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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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會名錄
黃建華、李昱
鄭宗治、林聖元
孟憲法、戴延宗
陳勉志、林裕煌
黃明隆、吳睿綸
蔡志鴻、趙俊隆
邱政凱、謝伯林
林志謙、黃明健
劉悟民、汪譽正
吳吉利、籃健銘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黃建華
社長當選人 : 李昱
副 社 長 : 林聖元
秘
書 : 鄭宗治
財 務 長 : 趙俊隆
糾 察 主 委 : 黃明健
節 目 主 委 : 謝伯林
聯 誼 主 委 : 蔡志鴻
行政管理
: 李昱
委員會主委
公共形象
: 黃明隆
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
: 劉悟民
委員會主委
服務計畫
: 吳睿綸
委員會主委
社
員
: 陳勉志
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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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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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

請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Bulega
A. 介紹來賓
1. 地區總監 DG Brian 及夫人 Aimee
2. 前總監 PDG Young 及夫人 Jean
3. 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Eric
4. 地區秘書 DS House
5. 地區副公關長 CP Apple
6. 地區辦公室副主任 PP Neon
7. 花蓮第二分區副秘書 DVS Tire
B. 唱歡迎區總監歌(請 Brian 總監伉儷起立接受我們的歡迎)
C. 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請與會的扶輪貴賓起立)
三、 社長致歡迎詞－P. Paint
四、 介紹地區總監－AG Eric
五、 地區總監致詞暨專題演講－DG Brian
六、 頒發地區委員聘書－DG Brian
七、 贈送紀念品
A. DG Brian 贈送 Paint 社長合影相片
B. Paint 社長贈送伴手禮
八、 聯誼報告－Bulega
九、 秘書報告－Noodles
十、 出席報告－King
十一、 歡喜時間－Window
十二、 社長鳴鐘閉會－Paint
十三、 聯誼餐會

第 2257 次例會記要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161,000 元、友社樂捐收入
$1,000 元
備註：
 AG Eric$1,000 元；
 Bennett$3,000 元(喜獲 3 千金)；
 統一歡喜：社長$25,000 元、社長
當選人$15,000 元、秘書$8,000
元、理監事$4,000 元、社員
$2,000 元。

AG Eric 致詞

出席報告～代理 Chili
社員人數 41 人
免計出席 1 人 EN
出席人數 32 人
補 出 席 2 人 Elephant、Jimi
Afuku、Genius、
缺席人數 6 人 Yo chih、Luke、
Ken、A Ming
出 席 率
85%

頒發職員獎↓↑

頒發紅箱前 10 名獎↑↓

～例會暨活動翦影～

地區活動～敬邀參與

IPP Eagle 伉儷深深一鞠躬感謝各位社友及夫
人一年來的配合

頒發出席百分百獎↓↑

佩戴新年度職員職務帶

頒發新任社長當選證書

謝謝寶眷聯誼會會長一年辛苦

頒發新任理監事當選證書

白頭偕老

卸任社長為新任社長佩章

生日快樂

7 月壽星生日快樂↑↓

永浴愛河
第 43 屆結算會議

敬愛的 3490 地區扶輪社友家人好：
展望新的扶輪年度肯定是畢生難忘
的一年。
這不是我的這一年，而是我們的這
一年，因為這是一個 COVID-19 後疫情
的時刻，也是睽違 27 年再度由台北舉辦
國際扶輪世界年會的特別日子。前者我
們共同面對，後者我們一起榮耀與感
動。
記得 20 多個禮拜前人們的生活開始
感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還好大多數台
灣民眾的素質很高，正所謂參與才能促
進，政府宣導人民共同負起責任，人人
貢獻己力成功應付危機。同一時刻 3490
地區訓練會協調人團隊也是如此，采鈴
和我親自積極參與，促進眾人的集思與
創新令人耳目一新，甚至社長當選人訓
練會的延期也是讓所有學員參與討論投
票決議的結果。以上我們學習到扶輪四
大優先策略中最重要的一個策略是促使
參與者的投入，我建議各社社長鼓勵所
有的新職員積極參與各項服務，加強
M&M 不融於手，只融於心運動(註 1)，
同時也讓後疫情的社福團體與社區菁英
參與我們的服務打開幫助者與受幫助者
的機會，例如地區的第一個共同社區服
務即捐贈振興 3 倍劵，讓愛加倍活動，
請大家支持響應。
後疫情時刻社區有很多弱勢需要大
家的專注與幫助，有人說今年度的扶輪
口號是扶輪打開機會，三個不同顏色的
門分別代表三件重要的事其實是個美麗
的誤會，三個門是很多的意思代表無限
的機會，當扶輪社友幫助了社區的人們
等於打開他(她)們的機會，同時也反向回
饋幫助了自己打開成長的機會與快樂的
泉源。
請您與扶輪社友展開扶輪打開機會
的奇妙旅程。
註 1：M&M：Memorable & Member 讓
社友難忘的記憶

DG Brian 陳向緯

七月總監文告
「面對疫情，打開機會」

2020-2021 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姓名：陳向緯 D.G Brian (布萊恩)
夫人姓名：陳采鈴 Aimee
所屬社：三重東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腎臟內科專科醫師
學歷：中國醫藥大學
夫人學歷：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現職：仁馨洗腎診所負責人
通訊地址 : 241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一號 5 樓
電話：02-2989-0808
傳真：02-2989-9063
手機：0928-260-780
E-mail：ri3490.gov2021@gmail.com
扶輪社服務經歷：
2010 年度
加入三重東區社
2011-12 年度
扶輪基金主委、理事
2012-13 年度
行政管理主委、理事
2013-14 年度
行政管理主委、理事
2014-15 年度
社長 、成立三東湧蓮扶青團(與蘆洲湧蓮社)
2015-16 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理事
2016-17 年度
扶輪基金主委、理事
2017-18 年度
服務計畫主委、理事
2018-19 年度
社刊主委、理事
2019-20 年度
理事
地區服務經歷：
2015-16 年度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RFE)印度團團長、地區青少年
交換委員會委員(RYE)英語簡報召集人、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
(WCS)義診醫師、地區年會醫療組長、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
金會第 8 屆多地區年會報告人
2016-17 年度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RFE)、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副主委&Inbound 協調人(RYE)、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WCS)
義診醫師、地區職業訓練團隊委員會團長(VTT)、地區年會貴賓接
待組副主委、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扶輪領導學院(RLI)35 期、
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主講人(PETS)、地區講習會引導人(DTA)
2017-18 年度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主委(Rotaract)、地區講習會委員會主
委(DTA)、地區青少年保護委員會主委、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
員(WCS)義診醫師、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保護官(RYE)、地區成
年禮委員會委員、2020-2021 年度總監指定提名人 DGND、新北
市金荷社新社顧問、多倫多世界年會友誼之家台灣館財務長、多
倫多世界年會亞洲早餐會共同主持人
2018-19 年度
地區扶輪領導學院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年保護委員會主
委、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保護官(RYE)、地區世界服務委員
會顧問(WCS)、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顧問(Rotaract)、
2020-2021 年度總監提名人 DGN、地區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
島勇士夫妻、扶輪領導學院(RLI)教員訓練 7 期

2019-20 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地域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
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島勇士夫妻、2019-2020 年度總監當
選人 DGE

獎章、捐獻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10 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1-12 年度 保羅哈里斯 3000 美元
2012-13 年度 保羅哈里斯 2000 美元
2013-14 年度 保羅哈里斯 1000 美元、WCS 越南貧童矯治計畫 10000 新台幣
2014-15 年度 巨額捐獻第 2 級 Major Donor level 2、WCS 外蒙古 2000 美元
2015-16 年度 巨額捐獻、地區超我服務獎、WCS 緬甸 2000 美元
2016-17 年度 阿奇･柯蘭夫會員 AKS Member,Trustees Circle、地區卓越貢
獻、WCS 菲律賓組合屋 2000 美元
2017-18 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巨額捐獻 Major Donor、WCS
柬埔寨 500 美元、地區卓越貢獻獎
2018-19 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冠名博士獎學金 200000 元、巨額捐獻
Major Donor、WCS 印度 10000 美元
2019-20 年度 巨額捐獻 Major Donor、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冠名碩士獎學金
300000 元、WCS 柬埔寨 40000 元、全球獎助金 10000 美元
國際出訪與接待
2015-16 年度 RFE 印度團(D3020)
2016-17 年度 VTT 菲律賓團(D3830)、RFE 印度團(D3020 & D3132)、RFE 韓
國團(D3750)、RFE 加拿大團(D7010)
國際會議參與
2014-15 年度
2015-16 年度
2016-17 年度
2017-18 年度
2018-19 年度
2019-20 年度

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地區年會(D3750 韓國、D3020 印度)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10B 地帶研習會(曼谷)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10B 地帶研習會(台北) 、地區年會
(D3750 韓國)、阿奇･柯藍夫會入會式(芝加哥)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10B 地帶研習會與 GNTS 會前會(印尼)、地
區年會(D2510 日本、D3750 韓國)
地區年會(D2510 日本)、9 地域研習會與 GETS 會前會(菲律賓)
、IA 國際講習會(美國聖地牙哥)

歡迎區總監
滿心歡迎齊聲歌
唱，得見總監喜
洋洋，扶輪社中
總愛歌唱，好叫
客人心歡暢，一
見總監大家歡
暢，希望總監有
同感！請將扶輪
精義闡明，若有
指示亦請講。

扶輪社社友，我們歡迎您

扶輪頌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
哦！我們歡迎 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
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 Ro-ta-ri-an 請再來。

R-O-T-A-R-Y 叫做扶輪
社，R-O-T-A-R-Y 早已
聞名世界，從南到北，
由東到西，服務最多，
獲益最大，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叫做扶輪
社，R-O-T-A-R-Y 像一
個大家庭，增進情感，
促進友誼，各盡己力，
服務他人，R-O-T-A-R-Y
叫做扶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