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喜時間～PP Mark
紅箱收入$39,800 元【IOU$37,600 元、現金$2,200】
備註：
P. Paint$2,000 元；
PE Ceiling$1,500 元；
PP Mark、S. Noodles、Bulega、Window 各$1,200 元
PP Bernard、PP Hegar、PDG Young、PP Engine、PP Ivan、
PP Lunch、PP Cab、Reg、Marlon、Jerry、Longer、Borlin
$1,000 元；
 Teacher$800 元；PP Six、IPP Eagle 各$600 元；
 King$500 元；
 未出席社友各$1,000 元。





[全球獎助金計畫資金資源] 線上課程錄音分享
扶輪基金會獎助金專員蕭佩珊 Hazel Seow 於 2020 年 7 月 14 日
下午召開[全球獎助金計畫資金資源]線上課程，台灣扶輪社員多人
與會，迴響熱烈。她應要求，提供錄音連結：
https://youtu.be/IQqtJPyHBM 及檔案，向全台社友推廣。
Hazel 強調：
1. 只要是使用現金捐款贊助 GG 專案，捐獻者就必須付額外的
5%管理費。
2. 使用永久基金—全球獎助金和指定冠名捐獻贊助 GG 專案
時，除了不需要遵守國際贊助者必須捐獻至少 15%的專案
總額，也不必要求至少 15,000 美元的世界基金(World
Fund)，其他 GG 條款與條件必須遵守。
重點：
1. DDF 對地區還是很重要的。因為 DDF 能用來贊助地區獎助
金和全球獎助金，所以鼓勵社友捐贈到年度基金-分享應該
是大家的第一目標。
2. 有能力捐 2.5 萬美元的捐獻者可以考慮設立他自己的個人冠
名永久基金，指定到永久基金分享。地區的 DDF 分配也可
能需要按照全球獎助金的新條例來做調整。
3. 指定冠名捐獻適合那些找不到國際夥伴捐獻至少 15%的專
案金額。
—截錄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網站之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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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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Borlin

1. 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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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ega
A. 介紹來賓
～歡迎與會貴賓～
B. 唱歡迎扶輪社友及貴賓歌
 地區支點計畫委員會主委—
C. 聯誼報告
楊朝傑PP Land
4.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Noodles
B. 社長報告－Paint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節目時間
～題目：成效卓著的「支點獎助學金計畫」
— 地區支點計畫委員會主委楊朝傑PP Land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King
下週例會預告～109/8/3
9. 歡喜時間－Window
～寶眷聯誼暨父親節慶祝活動～
10. 社長鳴鐘散會
時間：下午6:30
地點：福容大飯店２樓宴會C廳

國際扶輪一瞥(至 2020 年 6 月 16 日止)
扶輪社員

扶輪青年服務社

扶輪少年服務團

扶輪社區服務團

人數

1,213,465

175,735

340,377

213,900

社數

36,246

10,602

14,799

11,096

—截錄台灣扶輪月刊 109 年 7 月號

第 2259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Bulega
 恭禧 Chili，夫人昨晚順產、喜獲
麟兒。
 日前 PP Jason 母親跌倒住院，目
前已出院。
 三港聯合例會今年由本社主辦，社
長、秘書與本人上週已前往勘點，
確定在那魯灣，已請飯店先留房間
及開會場地。
 恭禧 A Ming 擔任杏林隊隊長，他
人緣很好，很多社友也都支持他。
 恭禧 PP Six、PP Engine 及 PP
Cab 之憶難忘樂團獲花蓮夏戀嘉年
華之星。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關於本社到底是台語社還是國語
社，一開始是國語社，是因為 PP
Aoba 他不會說國語，在他擔任社
長時特許他說台語，但現在國、台
語都可以。
 聯誼是扶輪友誼不可或缺的「桶箍
｣—扶輪的兩大基石是「聯誼｣與
「服務｣。透過聯誼才能蓄積強大
的服務力量。聯誼應創意研擬各種
方法及機會，鼓勵並帶動全體社員
參與並增進友誼。聯誼不只是社內
社員也包括來訪社員及外賓，特別
是國際扶輪友人。聯誼也應影響社
員將扶輪親切、友善、無心機的友
誼落實於日常生活，應用於普遍的
人際關係上。新的社員最適合被指
派在例會中輔助聯誼。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021007 號—函請推薦青少
年學生參加本地區 2020-21 年度國
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RYE)甄
選。社友如欲推薦請自行向秘書處
索取相關表格，報名於即日起至 8
月 31 日止。
 第 202021008 號—函請推薦青少
年學生參加本地區 2020-21 年度國
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也請
欲推薦之社友自行向秘書處索取相
關表格，報名於即日起至 9 月 30
日止。
 第 202021009 號函—敬請各社繳
交地區辦公室代收之台灣扶輪總會
會費。每位社員新台幣$100 元，
敬請各社依 7 月 1 日之社員人數計
算，並懇請於 8 月 31 日前繳納。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來函
 敬請全員繳交 2020-21 年度上半年
台灣扶輪月刊訂閱費用由。訂閱費
用每人每半年新台幣$350 元，並
請配合於 9 月 1 日前繳交。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2019-20 年度全球獎
助金「花蓮縣 3D 全自動免散瞳眼
底照相機儀器設備」計畫捐贈儀
式，敬邀 鈞座及貴賓蒞臨指導。
 時間：7 月 23 日上午 9:0010:20。
 地點：花蓮縣衛生局大禮堂。

社長報告～Paint
 恭禧 Chili，本屆第 2 件喜事。
 辦理三港聯合例會是本社今年的工
作重點之一，上週我們到台東繞一
圈，認為那魯灣是最適當的地點。
但原訂的 11 月 28 日，卻因台東要
辦殘障運動會，飯店都早就被預訂
光了，所以改 11 月 29 日，將結合
本社秋季旅遊，請社友先將時間空
出來。
 上週總監公式訪問，總監問一個問

題，關於本人上任前寶眷社員都退
光，當時本人的回覆：是否一切屬
於真實，我認為這不是真實的事
情，所以都退掉。
 個人認為扶輪最重要是職業服務，
所以今年很多名目的服務，本人都
會推掉。另聯誼也很重要，我們二
年前 61 位社友，如今 41 個社友，
表示社裡應該有些問題存在，我拜
託 Bulega 每個月都能有活動。若
有很多沒有辦好的地方，請私底下
跟我說，希望活動都能愈來愈好。
 今年特地挑 King 擔任出席，有任
重道遠的意義，其實他很優秀，但
因為年輕工作繁忙，去年的出席率
比較低，本人對他有信心，相信每
次的出席率都能高於 70%。

Jimi、Bennett

出 席 率

76.92%

～例會暨活動翦影～

歡喜 PP Hegar 捧紅箱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今年本委員會社長指示二個工作重
點：1.要留住原來的社友—本人認
為出席主委的責任很大，要注意不
常出席的社員，恐有流失的狀況產
生；2.增加新社員—以前比較優秀
的社員，將邀社長前往拜訪再邀請
回來社裡。以上二目標，希望全體
社友及前社長共同努力。

7/23 配合 2019-20 年度吉安社全球獎助案捐
贈儀式↓↑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41 人
免計出席 2 人 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3 人
補 出 席

7人

缺席人數

9人

Leo、Toein、
Ceiling、Jeff、
Window、chili、
AN
Camera、
Elephant、
Afuku、Yo
chih、Luke、
Doson、Ken、

祝 PP Lunch 母親早日康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