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貴賓～林潭輝先生： 

 很榮幸受邀，第一次
來這種場合，比較不
會講話，請見諒。本
人於太昌吉安路做燒
烤生意，平常也與家
人在山上種咖啡，希
望各位社友有機會來
品嚐。 

各委員會報告～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Ceiling 

 昨天與明年團隊相見歡，在此報告總監當選人 DGE Wood

明年的幾項配合：1.110 年 7 月 4 日將於中山堂舉行聯合就
職典禮，各社派 10 名參加 2.總監公式訪問將改以分區聯
合公訪方式，安排的時間將由地區辦公室再行通知。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上週三 PDG Young 及夫人在銘師父設宴，宴請運動晚會
表演的社友及夫人，因此有機會與銘師父的老闆認識，希
望有機會能邀請他入社，但聽說幾年前原是要推薦他父親
入社，但有社友不同意，因此本委員會希望先與不同意的
社友溝通，成就這件美事。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5人 Hegar、Telephone、EN、Leo、Six 

出席人數 24人  

補 出 席 5人 Young、Lunch、Jeff、Reg、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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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率 80.6%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14,100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1,200、社長當選人$1,000元、秘書$800
元、出席社友各$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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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儀：花蓮港區社林聖元PP Toein 

一、 17:30-18:00 註冊聯誼   
二、 18:00 社長鳴鐘開會 花蓮港區社社長 Paint 
三、 唱扶輪頌 全體社友  
四、 介紹貴賓 花蓮港區社聯誼主委 Bulega 

1.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前總監 PDG Tiger 及夫人 
2.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前總監 PDG Young 及夫人 
3. 台中 D-1 分區助理總監 AG David 及夫人 
4. 台中 D-1 分區副秘書長 DVS Container 及夫人 
5. 台中 D-1 分區親睦主委 PP Wang 及夫人 

五、 介紹各社社友及夫人 台中港區社聯誼主委 Building 
 蘇澳社代理聯誼主委 Ed 
 花蓮港區社聯誼主委 Bulega 

六、 社長致詞 花蓮港區社社長 Paint 
 台中港區社社長 Tweeter 
 蘇澳社社長 EN 

七、 社務報告 台中港區社秘書 PP Sports 
 蘇澳社秘書 Caesar 
 花蓮港區社秘書 Noodles 

八、 討論議案 花蓮港區社社長 Paint 
〜關於三社之聯誼公約修正案(原公約請參閱各社週刊) 

九、 出席報告 台中港區社出席主委 Mori 
十、 歡喜時間 蘇澳社糾察主委 Part 
十一、 鳴鐘閉會 台中港區社社長 Tweeter 
十二、 聯誼餐會   

〜頒獎 花蓮港區社高爾夫球主委 A Ming 
〜卡拉 ok 歡唱 花蓮港區社聯誼主委 Bul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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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見習社友林先生今天與會。 

 昨天 PP Bernard 受邀參加家扶希
望列車園遊會，他是家扶中心的委
員，一直默默幫助弱勢孩子。 

 桌上平安米是 PP Lunch 父親仙逝
奠儀的謝禮，請大家每人拿一份。 

 Bennett 小女兒手因神經壓迫沒辦
法靈活使用，上週去開刀，手術很
順利。 

 恭禧 PP Yochih 當選東華大學校友
總會第四屆理事長、Marlon 常務
監事、Longer 常務理事。 

 11 月 28日秋季旅遊活動改於 PP 

Engine 工廠集合出發。活動重點
是大家一起出門放輕鬆，充充電。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地區辦公室來函 

 202021046號函—函送本地區
「2021-22年度獎助金管理研習
會」乙案，敬請各社轉知與會人
員，並依期限完成報名。 

1. 時間：12月13日上午9:00報
到、聯誼；9:30鳴鐘開會。 

2. 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
店。 

3. 依據扶輪基金會規定，如預計申
請2021-22年度獎助金案件(包
含地區獎助金及全球獎助金)，
必須完成此會議訓練，會議結束
後將給予認證書。 

4. 應參加人員為2021-22年度：地
區基金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及
各社社長、秘書、獎助金主委及
其他有興趣的扶輪社員，各社至

少2名參加。 

5. 註冊費每位$1,000元。 

 第 202021048 號函—敬請各社社
友踴躍認捐年度計劃基金、永久基
金、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保羅哈
理斯協會會員及巨額捐獻者，並請
各社配合辦理認捐事宜。 

2021 台北國際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
來函 

 敬邀參加 2021年 6 月 12日 11:00-

17:00 假中正紀念堂兩廳院自由廣
場舉行之「國際扶輪 End Polio 薩
克斯風 2000 管破金氏世界紀錄」
活動。報名於即日起至 12月 31 日
止開放 2,200 名。每位參與者繳納
費用新台幣$500元。當天完成認
證演出者，該費用可選擇全額退還
或贊助本活動之經費。另鼓勵每社
贊助$5,000 元，截止日期訂於
2021 年 3 月 31 日，此經費用於本
活動如有結餘，全數捐助國際扶輪
End Polio 慈善計劃。 

各社來函 

 草山社來函，敬邀參與(案 GG-

1982695)花蓮衛生局 C肝成果發
表暨感恩記者會，並請回覆與會名
單，以利安排後續接待事宜。 

1. 時間：12 月 29 日上午 11:00；  

2. 地點：花蓮衛生局。 

社長報告～Paint 

 歡迎林先生今天第 2 次見習。 

 關於剛社員主委提到生力軍人選一
事，會先跟之前有問題的社友溝
通，並了解先前不同意的原因。 

 例會後有社務行政會議，請各位社
友繼續留下來。 

 昨晚蘇澳社 Garden 私人行程到花
蓮玩，有與 PP Mark 連絡，本人
接獲通知後，召集幾位社友與他小
餐敘，也感謝 Teacher 兩肋插刀。 

 祝 Bennett 小女兒小艾早上康復。 

  感謝支持 AG Eric 募集 100 台輪椅計畫，捐助的社友【AN*1、Doson*1、
PP Ivan*1、PP Genius*1、Bennett*1、Jerry*1、Bulega*1、Window*1、
Ceiling*1、A Ming*1、PP Lunch*10、Longer*3、PP Yo chih*1、
Teacher*1、Noodles*3】及本人 2台，共募得 30台。 

 感謝上週三 PDG Young 及夫人宴請運動會參加表演的社友及夫人吃飯。 
 

扶輪三港區兄弟社協約書 
第1條 三社共同透過三港區兄弟社促進社員間之友誼以弘揚扶輪精神、服務社會

人羣為目的。 
第2條 本協約書自締造日起永久生效，但三社中任一社倘有不同意繼續結盟時應

於六個月前提出書面聲明。 
第3條 互相交換社員名冊、刊物、什誌、扶輪活動影片、相片、錄音帶、幻燈片

或當地土產等。 
第4條 三社經常通信報告其本社之活動狀況及其他消息，並將其刋載於社刋介

紹。 
第5條 社員旅經兄弟社之地方或近鄰時，務必出席兄弟社例會報告其本社之近

況。 
第6條 社員及家族或旅伴前來訪問時，對方應妥為照顧並給予方便。 
第7條 三社社員同一職業者，應在職業技術上互相聯繫及協力，促進彼此發展。 
第8條 為促進年輕一代的知識交流舉辦社員子女交換訪問增進彼此間的瞭解與活

動。 
第9條 舉辦兄弟社聯合例會暫定每年一次輪流主辦。 

註：主辦社如欲在國外辦理、需經另二社皆同意、使能辦理(106.12.8 增訂註)。 
第10條 其他未定事項由三社協議另定之。 
第11條 本締結書於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四月十九日在蘇澳扶輪社締結並一式三份各

社保持乙份。 

三港兄弟聯誼公約 

一、 授證禮金 12,000 元。 
二、 三港兄弟聯合例會註冊費每人 800 元，以現職社友人數計算，但不包含寶眷

社友(105.12.10 修改)。 
三、 喪事－ 

社友本人：罐頭塔 2,000 元、輓聯、花籃一對，其他兩社社友每名 500 元奠
儀(102.11.15 修改)。 
直系親屬：輓聯、花籃一對。（1,000 元以內）由發生社統一訂製，再向其他
二社請款。註：告別式後由發生社當屆社長決定是否用餐(105.12.10.訂定)。 

四、 公祭－社友喪事由社派人參加，直系親屬自由參加。 
五、 喜事－社不統一處理，社友自行視交情處理。 
六、 高爾夫球聯誼賽－每年由三港聯合例會主辦社承辦（主辦社提撥經費 30,000

元）。 

締盟書 
國際扶輪三四九０區蘇澳扶輪社、花蓮港區扶輪社、三四六一區台中港區扶輪社，
以彼此地理環境相似，均擁有國際商港，同為台灣對外海上交通門戶，互通聲息，
息息相關，有若兄弟。茲為增進彼此之友誼，其同合作，以響應政府開發海洋資
源，擴展經濟活動領域，促進社會繁榮。特結為扶輪三港區兄弟社，並擬定協約
書，期相策勵，共同為扶輪理想，人類幸福而努力，謹立締盟書，以資信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