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時間～
Bulega：
 關於弄璋弄瓦之喜本社之聯誼公約～社支付$2,000 元，本
人認為除此之外，是不是全體社員一起恭賀，各$300
元，而不是由每任聯誼主委找幾位社友一起恭賀。

～認識中華輪教育基金會之捐款及使用辦法～
一、一般捐款：
捐款名稱
捐 款 方 式
依社友個人或各地區、
各扶輪社之意願樂捐，
個別捐款
金額及次數不受限制，
採逐年累計。
個別捐款一次捐新台幣
十五萬元或新台幣廿萬
元之社友，可以其個人
冠名捐款
名義或公司名義或指定
特定人之名義為冠名獎
學金。
個別或團體一次以新台
永久基金 幣十萬元以上捐款，並
指定為永久基金。
全體社友每人每月奉獻
一杯咖啡(新台幣五十
統一捐款 元)，一年六百元的捐
款。

捐 款 用 途
用於頒發國內碩士班及博
士班在學優秀青年獎學
金。
頒發國內外在學博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獎學金，及
獎助出國留學獎學金，或
依其指定，用於經基金會
董事會通過之社會公益及
文化教育項目。
此項捐款只用息不用本，
厚實基金會的基石，永續
扶輪教育服務的理念。
獎勵國外優秀青年來台留
學，及辦理其他符合本會
設立宗旨相關公益性教育
事務，如獎勵傑出/特殊人
才。

二、特別捐款：
捐款名稱
捐款方式
捐款用途
國內外社會人士(包括公 依其指定，用於經基金會
國內外
司、行號、社團、人民 董事會通過之社會公益及
特別捐款
團體等)姊妹社或社友所 文化教育等項目。
屬公司行號等之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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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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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Borlin

1. 6:3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Bulega
A. 頒發父親節禮金
生日快樂
B. 頒發生日、結婚週年禮金
 PP Leo～8/7
C. 聯誼報告
 Ceiling 夫人～8/13
3.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Bennett～8/16
A. 秘書報告－Noodles
 IPP Eagle～8/21
B. 社長報告－Paint
 PP Engine～8/23
C. 各委員會報告
 PP Cab～8/28
4. 社友時間
 Ivan 夫人～8/29
5. 出席報告－King
 Borlin～8/29
6. 歡喜時間—Window
永浴愛河
7. 鳴鐘閉會

♡♡♡父親節快樂♡♡♡
張仙景先生(PP Camera 令尊)
蕭崎昌先生(PP Ivan 令尊)
李旺生先生(Ceiling 令尊)
黃森郎先生(Window 令尊)
黃重雄先生(Marlon 令尊)
吳進源先生(Jerry 令尊)
趙信雄先生(Longer 令尊)
籃清安先生(Jimi 令尊)
安 寧先生(AN 令尊)

 Ken 伉儷～107/8/5
吳齊安先生(PP Engine 令尊)
吳超群先生(PP Lunch 令尊)
林輝雲先生(Reg 令尊)
吳忠友先生(Chili 令尊)
王格非先生(Ken 令尊)
蔡有得先生(Bulega 令尊)
邱順一先生(King 令尊)
林勇龍先生(Bennett 令尊)

第 2260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Bulega
 歡迎吉安社 PP Land 今天與會。
 Noodles 父親於 7 月 22 日壽終正
寢，感謝各位社友這幾天配合前往
輪值，據 Noodles 說其父親往生時
是跟 4 個孫女看相片後安祥離開，
真得算是福報。
 本人與社長前往探視 PP Lunch 母
親，PP 母親因為體恤員工，要到
廚房蒸肉粽給員工吃，不小心踩空
跌倒，目前已無大礙。
 恭禧 PP Lunch 當選花蓮縣工業會
理事長，雖然已有些日子的訊息還
是分享一下。
 PP Six 女婿原於中山大學任教，現
又回到花蓮做麵包，祝生意興隆。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代理 Jeff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
1. 前社長王文邦 PP Carpenter 母
親李太夫人仙逝，謹訂於 8 月 2
日上午 9:30 舉行告別式，地
點：花蓮縣吉安鄉海岸路 154
號，請輪值的社友撥空出席。
2. 原 8 月 5 日例會暨寶眷聯誼，為
配合慶祝父親活動，變更例會時
間及地點至 8 月 8 日(六)上午
10:00，地點：立川漁場。
 提醒—本社訂於下週一例會暨寶
眷聯誼，將舉行父親節慶祝活
動，時間：下午 6:00，地點：
花蓮福容飯店，請各位社友敬
邀夫人及父親參加。

社長報告～Paint

 今晚例會後，請有空的社友一起前
往 Noodles 家。
 上週五參加社秘會，跟大家報告，
今年的地區獎助金案，一二分區都
有提案，以往是各分區支持各分
區，從去年開始提出一二分區聯
合，但今年東南社的案子經費有些
多，所以本人於會場有提出本社不
支持的意見；另 Brian 總監剛上任
時有提出振興券案，本人對此也有
一些不認同，認為捐出來再去找受
贈單位不盡理想。會議中華東社
PP Beer-Joy 提出將二案(振興券及
一分區地區獎助金案結合)，獲得
很多的贊成聲音，目前尚溝通中是
不是可行。
 PP Lunch 母親受傷，探視閒聊中
知道其母親喜歡吃波羅蜜，正巧家
中有，改天採顆熟透的，處理後送
到他家。

節目時間～
題目：支點獎助學金計畫
主講人：地區支點計畫主委PP Land

此計畫不是本人想出來，是源於板
橋西區扶輪社，他們已執行 8 年，是本
人在擔任地區秘書時訪問各社時，受到
感動的計畫，錢花的少但效果很大，此
不單只是服務計畫，跟社員成長、公共
形象及社的運作也都有關係。
地區支點計畫主委是本人向總監
Brian 自薦，也獲明年 DGN 支持，一
個好的計畫是需時間推廣，本人希望用

2-3 年時間，今年各社都已編列預算，
因此大家可用樂捐的方式，每個人
1,000 元，就可以支持一位被學校輔導
室輔導的學生。
支點是槓桿原理，以借力使力的方
式，源於古希臘科學家阿基米德：
「給
我一個支點，我就能撬起整個地球！」
一點點力量，但其意義很大，其也可以
應用於生活、企業及家庭經營。
支點計畫是希望能將受輔導的學生
的世界撬起來，5 月 12 日已前往拜訪
縣長，也獲縣長支持並全力請教育處學
管科配合。今年獎助對象將依有扶輪社
的 3 個鄉鎮做起(花蓮市、吉安鄉及玉
里鎮)，依 106 年資料此 3 個地區有 33
所小學，受輔導學生有 320 位。這些
是一群都不會受到鼓勵的學生，希望有
支點的助力，可以讓這些學生因其受輔
導部份有改善，而能獲得獎勵。花蓮地
區也將設置執行委員會，目前規劃 2 位
AG、DVS 及各社長及秘書，預計經費
每位社友 1000 元為起點，除了社友樂
捐外，也會邀請社區的支持(以往扶輪
社的觀念都是不要別的支援，但我認為
社區有參與才知道扶輪社在做什麼，何
嘗不是一件好事，邀請您企業的朋友、
學校家長會委員等)。此計畫籌備期間
是 109/7-110/1/20，花蓮是第一階
段，希望做個模型，9 月後將到其他分
區，也希望獲得支持，有感動的計畫沒
有做，心裡會很難過。就算沒有獲得很
多支持，但能夠觀念的分享也很開心，
有多少錢做多少事。本計畫的特色 1.雪
中送炭 2.預防計畫(小學生可朔性最大)
3.達畫龍點睛效果 4.可以全社參與 5.
社區參與 6.小兵立大功 7.漣漪效應、
激勵效果(幫助一個有問題的小孩除了
讓他變好，不讓他成為未來社會問題
外，也能讓其他學生不因此學生而受到
影響)。
希望我們是他們的沙漠甘泉，以愛
心為出發，1,000 元的支持及鼓勵，會
跟他一輩子，讓我們成為國家未來主人
翁的關鍵支點。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社員人數 41 人
免計出席

3人

Hegar、
Telephone、EN

出席人數 22 人

補 出 席

9人

缺席人數

7人

出 席 率

Young、Leo、
Elephant、
Genius、Eagle、
Noodles、Reg、
Chili、King
Camera、Toein、
Afuku、Yo
chih、Luke、
Ken、Bennett

81.6%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24,900 元、友社樂捐收
入$500 元
備註：







PP Lunch$3,000 元、
P. Paint$2,000 元、
PE Ceiling$1,500 元、
S. Noodles $1,200 元、
Window$1,000 元；
出席社友(含補出席)各$500 元、未出
席社友各$600 元。

※ 關於支點獎助金計畫之勸募於下次
例會執行統計。

～例會翦影～

歡迎地區支點計畫主委 PP Land 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