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剛聯誼提到的喪宅輪值，本人很有感，記得 10年前，才
剛入社 3個月時遇到 PP Jason父親往生，也與社友參與
輪值，才開始覺得這裡很溫暖。希望喪宅輪值的社友都能
出席給予 PP溫暖，若非輪值時間也歡迎有空一同前往。 

 會前打電話給見習社友林先生的介紹人 PP Genius，PP很
用心當時已經在停車場等人，只是當事人臨時有事沒有出
席今天的例會。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林潭輝先生今天有事，不克前來見習。 
 已請職業分類主委 Reg於下次例會報告本社職業分類類別
缺項，屆時再請社友由缺的職業推薦適合的生力軍人選。 

社友時間～ 

Kuber： 

 謝謝社長及扶輪前輩今天到寒舍探視二寶，充份感受扶輪
社的溫暖。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3人 Telephone、EN、Leo 

出席人數 24人  

補 出 席 7人 
Young、Toein、Ivan、Lunch、Eagle、
Longer、Jimi 

缺席人數 7人 
Camera、Elephant、Afuku、Yo chih、
Luke、Jeff、Bennett 

出 席 率 81.6%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26,300元 

備註： 

 P.Paint$1,600 元；Window$1,500 元；PE Ceiling$1,200 元；
PP Hegar、PP Jason、S. Noodles 各$1,000 元； 

 Buleag$800 元；PP Bernard、Kuber 各 600 元； 
 PP Six、PP Engine、PP Mark、PP Genius、Reg、Chili、

Marlon、Jerry、King、Teacher、AN 各$500 元 
 未出席社友各$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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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委員會主委 

: 李昱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黃明隆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劉悟民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吳睿綸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陳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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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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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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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時間 

7. 出席報告－King 

8. 歡喜時間－Window 

9. 社長鳴鐘散會 
 

 

活動預告 

11/23 
(星期一) 

本年度第 1次社務行政會
議【時間：例會後，地
點：社館】 

11/28-30 
(星期六～一) 

三港聯合例會暨秋季旅遊
【聯合例會時間：11 月 29
日下午 5:30註冊聯誼；
6:00例會開始，聯合例會
地點：台東娜路灣大酒店
2樓宴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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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ega 

 恭禧 Kuber二寶滿月，今天與社長
伉儷、社當伉儷、Cab夫人及內人
一起前往祝賀。 

 PP Lunch父親於 10月 31日早上
安詳辭世，喪宅輪值表已排定，請
各位社友配合務必撥空出席；告別
式訂於 11月 13日，當天若有兄弟
社社友參加，屆時再麻煩各位社友
幫忙接待。 

 代理運動會主委報告，花蓮分區運
動會將於 11月 8日於中華國小舉
行，請社友於當天上午 11:30抵達
用餐，此活動是由本社發起的，蠻
具意義，請各位社友攜家帶眷一起
參與。當天的服裝：灰色排汗衫+

深藍色長褲。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021041號函—函請各社自
由參與 109年度『耶誕環保挖寶
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義賣活動，
扶輪公益網欲向各社募集二手好
物，義賣所得全數捐出社會局愛心
大平台「弱勢兒童少年生活扶助」
專戶。有意提供好物義賣者，請務
必於 11/13前回傳物資登記列表，
以利彙整安排後續工作。 

 活動日期：11月 21日(六)下午
2:00-7:00； 

 活動地點：新北市市民廣場。 

各社來函 

 2020-21年度花蓮一、二分區第 4

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11月
6日下午 5:30，地點：玉里蓮池坊
餐廳，各社如有提案請於 11月 2

日前提交二分區 AG Eric。 

 菁英社來函，原 11月 11日例會，
變更至 11月 8日與 2020-21花蓮
分區聯合運動會聯合舉辦，地點：
花蓮市中華國小。 

社長報告～Paint 

 恭禧 Kuber二寶滿月，也感謝今天
早上一同前往的社友及夫人。 

 恭禧 PP Engine、PP Cab、PP Six

上週日的笛蕭協會於明義國小舉辦
音樂會，活動圓滿。 

～活動翦影～ 

-2020-21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 

 

 

 

 

 

 

 

 

 

 

 
- 2020觀護盃籃球邀請賽開幕式- 

 

 



 

  
11/13 與兄弟社中午餐敍及餐後聯誼 

出席報告～(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3人 Hegar、EN、Leo 

出席人數 29人  

補 出 席 2人 Marlon、Kuber 

缺席人數 7人 Lunch、Elephant、Afuku、Luke、Reg、King、Bennett 

出 席 率 81.6% 

 

扶輪新知～Rotaract 扶青團  & Rotaract clubs 扶青社  

2019 年國際扶輪立法會對章程進行了修訂，將原扶輪青年服務團(簡稱：扶青

團)Rotaract 晉升為會員型式，也就是正名為 Rotaract clubs(簡稱：扶青社)。 

大致上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的政策守則變更有： 

1. 扶青社將可以成立新社，無論有或沒有輔導社。 

2. 扶青社可以選擇其他扶青社作為其輔導社。 

3. 扶青社將向所有年滿 18 歲以上的成年人開放。 

4. 扶輪青年服務政策將從第五章『計畫』升格至修訂後的第二章『社』。 

5. 標準扶青社章程和建議的扶青社實行細則將得到修訂，以反映這些政策變化。 

6. 鼓勵扶輪地區在每個區委員會中囊括扶青社友。 

 

花蓮第一、二分區2020-2021年度第四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17:30   地點：玉里蓮池坊餐廳 

值東：玉里扶輪社、花蓮東南扶輪社   主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首鴻 

一、 主席報告出席人數： 

應到 26 人－請假 3 人－列席 0人＝實際出席 23 人。 

二、 主席致詞：花蓮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劉首鴻致詞 (略) 

三、 來賓致詞：(略) 

四、 主席報告： 

1. 國扶辦字第202021042號函：主旨：關於貴分區所提之提案，經地區年會

提案審查委員會會議討論後，決議退案。說明：地區年會提案審查委員會會

議於2020年10月26日舉行，經討論後，貴分區提案決議為退案，其原因說

明：1.每年度均舉行獎助金管理研習會，訓練各社執行獎助金計劃。2.各分

區皆有獎助金的種子委員。3.專案管理人費用可經由獎助金案件內提出。 

2. 地區秘書長訊息：請助理總監協助（調）~花蓮各社的授證慶典，不要與

宜、基、新北市分區同一天，花蓮可安排2社同一天（玉里社例外），總監

希望授證都能親臨祝賀。 

3. 「花蓮縣行動不便及肢體殘障行動輔具捐贈計劃」共同關懷社區行動不便者

輪椅輔助，提供捐贈地點：偏鄉、車站、學校….等有效分配，輪椅背面除了

印製大扶輪Logo公共形象，另印製各扶輪社、企業或個人行銷採客製化，

每台3,000元，目前花蓮第二分區六社地區獎助金、還有樂捐振興劵的各社

或社友會印製於背面，各社或企業有者加倍做愛心請將名單、名稱、數量提

供給AG Eric辦理。 

五、討論提案：  

案由一：為辦理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一、二分區2020-2021年度新進扶輪社員扶
輪社務研討會，提請討論。 

提案人：助理總監AG Moly 
說  明：1.為傳承扶輪社員公益服務的精神，培訓各項扶輪社務知能，以彰顯扶輪

打開機會為目標，特辦理此活動。2.研討會請推請主辦社，其餘友社擔任

共同承辦社。詳細研討會內容、相關議程、講師邀請及經費概算等，將委
請該主辦社規劃籌備，另案提出。 

決  議：推請新荷扶輪社為主辦社。 

案由二：花蓮聯合運動大會逢雨應變處理，請討論。 
提案人：花蓮東南扶輪社  
決  議 : 全權交由承辦社處理。 

案由三：確認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案。。 
提案人：助理總監 AG. Eric 
說  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由新荷社及美侖山社值東， 

擬訂於2021年1月份召開，地點由兩社決定後提前通知。 
決  議 : 請值東社討論後通知各社。 

六、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今年運動會晚會第一名社代表參加 2020-21 年度地區年會節目 
表演，請討論。 

提案人：港區社社長 P Paint 
決  議：前三名享有豁免權，其餘八社各贊助5,000元推請代表參加年會之表 

演社。 

案由二：華東社配合全球獎助金「乳房攝影X光巡迴巴士」案，訂於2020年12月11 
日（星期五）10：00假花蓮衛生局2F禮堂舉辦捐贈儀式，華東社敬邀花 
蓮第一、二分區派員觀禮共襄盛舉。 

提案人：華東社秘書PP Joy-Beer 
決  議 : 通過。 

http://taiwan-rotary.org/public/frontend/news/1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