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球獎助金並不是 WCS 

全球獎助金（Global Grants，簡稱 GG） 

—主要用於贊助大規模、國際合作、具持續性及可量化成果、並符

合扶輪焦點領域的活動與計畫 

世界社區服務（World Community Service，簡稱 WCS）
—由各種國際服務活動構成，扶輪社員藉著執行其計畫以改善人類

的生活及滿足人類需求，並提供物質上、技術上及專業上的協助，

來促進國際瞭解及親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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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選舉 2021-22 年度理監事、理事長及 2022-23 年度社長提名人 

8. 出席報告－King 

9. 歡喜時間－Window 

10.  社長鳴鐘散會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社員人數 42人  

免計出席 3人 Telephone、EN、Leo 

出席人數 21人  

補 出 席 9人 
Young、Toein、Engine、
Ivan、Genius、Chili、
Marlon、Bulega、Jimi 

缺席人數 9人 

Camera、Lunch 、
Elephant、Afuku、Yo 
chih、Luke、Reg、
King、Bennett 

出 席 率 76.92%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20,300元 

備註： 
1. PP Bernard$3,000元 
2. P. Paint、PE Ceiling各 

$2,000元 
3. S.Noodles、Jeff各$1,000
元 

4. PP Mark$500元 
5. 統一歡喜：出席社友各$300
元、未出席社友各$500元 

 

下次例會預告 

1/4 
(一) 

例會暨女賓夕【時間：下
午 6:30(先開會後用
餐)；地點：老邵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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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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281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代理 AN 

 12月 19日本人與社長前往宜蘭參
加蘇澳社 Caesar秘書兒子結婚婚
宴，一同前往還有 Noodles秘書。 

 PP Leo、PP Ivan、PP Lunch及
Buleg今天出發參加花蓮地區扶輪
隊出外賽，祝他們打球愉快。 

 恭禧 PP Cab，上週六前往台南提
親，兒子好事將近。 

 恭禧社當 Ceiling生日快樂。 

 恭禧 Jeff當選一信代表。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021052號函—函知第 31屆
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請各位社
友參閱本週刊。 

 第 202021056號函—延長訂購”
END POLIO”紅鞋至 12月 25日
止。 

 第 202021057號函—函知「地區
成年禮」活動，邀請各扶少團報名
參加。請各社於 12月 25日前完成
報名。 

 活動時間：2020年 1月 23日
中午 12:00開始報到； 

 活動地點：宜蘭孔廟。 

 第 202021058號函—本地區第一
屆扶少團地區年會。 

 時間：2021年 1月 23日上午
9:30-下午 4:00； 

 地點：宜蘭國中圖書館及宜蘭孔
廟； 

 參加人員：各扶少團團長、團
秘、指導老師、輔導社扶少團主
委； 

 費用：扶少團地區年會團員活動

費用、參加團長、團秘之旅遊平
安保險費用及團長、團秘、指導
老師、輔導社扶少團主委之中餐
便當費用將由地區負擔。 

社長報告～Paint 

 今天有 4位出發去打球，聽說北部
氣溫很低，很佩服他們，原本人也
欲一同前往，但今天要例會且有新
社友宣誓，所以只好取消參加。 

 歡迎 2位新的見習社友，希望儘快
完成 4次見習，成為本社社友。 

 上週與秘書、AN去參加蘇澳社
Caesar秘書娶媳婦婚宴。 

 恭禧 Jeff高票當選一信代表。 

 關於支點計畫，感謝各位社友響
應，上週秘書代表參加執行會議，
目前本社分配二個學校：明義國
小、北濱國小，執行也由各社與校
方(校長、家長會長與輔導老師)接
觸，因為要保護受輔導學生，因此
扶輪社不接觸學生，校方也不會公
佈是哪些學生。 

 祝今天的壽星 Ceiling生日快樂。 

 前天林潭輝先生請本人去看一處漏
水，我們從建國路底往向陽山走，
再往九雲山莊方向，在山莊旁有個
世外桃源，可以看到花蓮全景，景
好、有平台，他的媽媽住在那，社
友辦活動(烤肉、露營)可以參考。 

 3年前配合草山社的消除肝炎計畫
將於 12月 29日上午 11:00於花蓮
縣衛生局進行感恩暨結案活動，本
人也邀請了當年有捐贈 1顆 PHF

的前社友 PP Civil一起參與。 

各委員會報告～ 

行政管理委員會：Ceiling 

 稍後將進行模擬選舉，下週的正式
選舉，本人將一一邀請社友出席。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恭禧林先生將成為本社生力軍。也
歡迎二位見習社友，希望儘快成為
本社新生力軍。 

 簡單報告目前職業分類表，下次例
會再準備紙本給大家，屆時請大家
多多介紹。 

 

社友時間～ 

PP Bernard： 

 19日跟 PP Hgar一起到台北，本
人是受邀參加 2020全國扶幼感謝
暨表揚大會，時間過得很快，想不
到擔任扶幼委員已 40年，同時上
台接受賴副總統頒獎的 4位：花蓮
扶幼中心是本人和王慶豐前縣長及
台南市是蔡大斌律師(是 3470地區
前總監，與 PDG TV同期)，另一
位是已經坐輪椅。 

花蓮地區扶輪社的扶幼委員
有：中區社 PP Kowastu、PP 

Shovel；美侖山社 PP Present；本
社是本人跟 Yo chih；新荷社 CP 

Likeness。 

最後以這句話「行善助人既可
以幫助別人，同時也讓自己快樂｣
表達本人的感想。            

Jeff： 

 本人參與第一信用合作社社員代表

選舉，感謝各位社友的幫忙。 

PP Hegar： 

 12月 19日與 PP Bernard同時搭
火車，本人是到新竹，這個約會是
三個月前就敲定，此聚會是苗栗醫
生公會一位理事長召集，那天 20

幾個好朋友聚在一起，在竹北義大
利餐廳用餐(特別的是每上一道菜
都搭不同的酒，且不貴)，推薦給
大家。活到這把年紀了，能夠多吃
就多吃一點，且與一群好朋友在一
起，這就是一大樂事。 

～例會翦影～ 

 
歡迎見習社友 

 
歡迎新生力軍 Simon↑↓ 

 

貴賓～陳千傑： 

本人在怡心牌電熱水器公司服務 7

年，2年前加入股東，目前在花蓮
自己經營，若有熱水器上的需要或
問題，可以與小弟連繫。 

貴賓～李傅耀蓮： 

本人原名傅耀蓮，但冠原住民的
姓，以前同學都叫我不要臉，本人
在復興街經營餐酒館，店名：浪太
大(因為喜歡衝浪)，很開心來這裡
見習，希望可以有機會慢慢認識大
家，也希望大家開心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