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2020-2021 年度第五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21 年 1 月 8 日(星期五)17:30    地點：老邵和平店 

值東：新荷社、美侖山社 
輪值主席：花蓮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一、主席報告出席人數：應到 26 人－請假 4 人－列席 2 人＝實際

出席 24 人。 
二、主席致詞：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略) 
三、來賓致詞：前總監林慶明 PDG Young (略) 
四、報告事項：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Moly 
（一） 花蓮分區 2020-21 年新進社員研習會籌備狀況：請新荷社

P. Neo 報告預定時間：110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下午

1:30~17:00、地點福容飯店，報名費及詳細會議內容會再
正式發文給各社。 

（二） 支點獎助學金計劃執行狀況：請吉安社 PP Land 報告《支
點計畫進度建議及對應學校名單》詳附件一。 

五、討論提案：  

案由一、研討 2020-2021 年度花蓮一、二分區聯合運動會收支結 
算案。 

說  明：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收支原結餘$8,259 元加上承辦社疏 
忽重覆頒發獎金給新荷社，新荷社同意退回晚會表演獎金 

3 仟元，故合計結餘為 11,259 元。(詳附件二.決算表)  
決 議：結餘款 11,259 元全數贊助港區社，代表花蓮分區參加地 

區年會表演。Ps: 第四次社秘會議有決議，前三名有豁免 
權(港區社.花蓮社.新荷社)，餘八社各贊助 5 仟元，加上 
原第一名獎金 1 萬，合起來就有 5 萬元，另 DGE Wood 
及 DG Brian 每人各 5 仟，合計總經費 71,259 元。 

案由二、確認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時間地點。 
說  明：依花蓮各社聯誼公約，第六次社長秘書聯席會由 2020- 

21 年度及 2021-22 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 8 位值 

東，預訂於 3 月份召開。 

決 議：請值東的上、下屆 AG 及 DVS 討論時間、地點後，再行 
文通知各社。 

六、臨時動議 

（一） 花蓮社社長 Bosch：預告本社今年逢 60 週年大授證，特舉
辦三個賽事活動：1.高爾扶球比賽(兄弟社) 2.保齡球比賽 
3.麻將比賽，敬邀各友社共襄盛舉踴躍報名第二項及第三
項的賽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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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時間 
～2021 年投資展望—Marlon 

7. 社友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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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人  

免計出席 3人 Telephone、EN、Leo 

出席人數 24人  

補 出 席 8人 

Jason、Ivan、
Genius、Eagle、
Luke、Jeff、Reg、
Doson、Jimi 

缺席人數 9人 

Camera、Elephant、
Afuku、Yo chih、
Chili、King、
Bennett、Simon 

出 席 率 78.05%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21,600元、友社

社友樂捐$2,000元 

備註： 
1. PP Lunch、Bulega$7,000

元(新春專款專用)； 

2. AN$2,000元(歡喜好兄弟加
入本社)、PP Mark$500

元； 

3. 出席$100元、未出席$200

元、秘書$300元、社長當
選人$400元、社長$500

元。 
 

例會節目預告 

2/1(一) 

擴增實境與智慧化回饋輔

助教材應用於反毒情境桌

遊的學習：探討高中生的

毒品認知情境判斷測驗、

拒絕毒品態度、毒品預防

自我效能、自我控制與情

境興趣～中華扶輪受獎生

陳盈秀 

2/8(一) 
布希亞的藝術理論研究～

中華扶輪受獎生邱廷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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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0年 1月 25日出版 第 44卷第 29期 

 



第 2285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Bulega 

 1月 13日在金湯達人及浪太大餐酒
館舉行的第 4組家庭懇談會圓滿，
當天的主題是關於下半年要加強沒
有打球社友間聯誼活動，當天活動
費用 PP Ivan全額贊助，而社裡補
助之經費將專款專用於新春聯歡晚
會。 

 上週六 PP Bernard、PP Leo、PP 

Ivan及社長前往新竹參加中華扶輪
獎學金頒獎典禮，恭禧 PP 

Bernard獲累積捐獻 300萬獎、
PDG Young獲冠名捐獻人獎。 

 Young夫人跌倒腳受傷，祝早日康
復。 

 感謝 PP Lunch贊助新春聯歡晚會
音響經費。 

 2月 20日新春聯歡晚會將於銘師
父舉行，當天歡迎各位社友攜家帶 

眷一起參與。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扶輪許多第一～ 

◎ 扶輪第一次會議於 1905年 2月 23

日在芝加哥舉行 

◎ 第一次午餐例會於加州的奧克蘭舉
行，該社於 1909年創立 

◎ 第一次扶輪年會於 1910年在芝加
哥舉行 

◎ 第一個在美國境外的扶輪社於 1910

年在加拿大的曼尼托巴省的溫尼伯
創立 

◎ 第一個在北美洲以外的國家創立的
扶輪社，是愛爾蘭的都柏林於 1911

年創立 

◎ 第一個非英語系的扶輪社是古巴的
哈瓦那於 1916年創立 

◎ 第一個於南美洲創社的是烏拉圭之

蒙得維的亞於 1918年創立 

◎ 第一個在亞洲成立的是 1919年的
菲律賓之馬尼拉扶輪社 

◎ 第一個在非洲成立的是 1921年南
非的約翰尼斯堡扶輪社 

◎ 第一個在澳洲成立的是墨爾本扶輪
社於 1921年創社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021067號函—公告 2023-

24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進行
是否贊同挑戰，請各社參照規定辦
理，若有贊同此挑戰之扶輪社必須
在例會中通過決議贊同挑戰提名並
於 1月 26日前以電子郵件方式回
覆。 

各社來函 

 東海岸社來函，函知舉行 2週年紀
念授證慶典，敬邀鈞座蒞臨指導。 

1. 時間：3月 9日下午 5:30註
冊、聯誼；6:00鳴鐘開會 

2.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2樓宴
會廳。 

社長報告～Paint 

 很感動菁英社 Alan社長，今天特
地與會來為這 2位即將宣誓加入本
社的新社友加油打氣。 

 第 4組家庭爐邊會於上週三下午
5:00在金湯達人舉行，會中提到
要加強沒打球社友間聯誼，已與聯
誼主委 Bulega討論，將增加小型
聚會。 

 上週六與 PP Bernard、PP Leo及
PP Ivan前往新竹參加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會 45週年暨獎學金頒獎典
禮，恭禧 PP Bernard獲頒 300萬
功勞獎，感謝他長期對中華扶輪的

支持，也恭禧 PDG Young獲頒冠
名捐獻人奬，但 PDG Young因夫
人跌倒，所以沒有出席受獎。 

 在此向 PDG Young致歉，本人因
為沒有看簡訊，所以沒有在第一時
間給予夫人慰問。另也提醒各位
PP、社友，有年紀了最怕就是摔
倒，所以大家在行動上要注意，尤
其是早上起床，能在床上活動一
下，不要馬上起身，可預防中風。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Marlon 

 稍候要拍迎春賀歲影片，請大家連

絡一下目前尚未出席的社友。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很開心今天有 2位見習社友要宣
誓。 

社友時間～ 

PDG Young： 

 謝謝社長跟社友的關心，我內人於
上週四起床走幾步後就跌倒，扶他
起來後，我以為沒事就離開，他走
幾步又跌倒，幸好骨頭沒事，只是
肌肉扭傷，當天也買助行器讓他使
用，現在已經可以稍微離開助行器
行走。 

Ceiling： 

 關於下屆的西裝，本人預劃先訂
50件，防止以後缺貨。 

 

～例會翦影～ 

 
歡迎生力軍 Ken 及 Esing 

 

 

 
錄製新春賀歲影片 

貴賓～菁英社 Alan 社長： 

 今天即將宣誓加入貴社的 2位是
本人的好朋友，也讓本人有機會
到  貴社走走，期許同為扶輪
人，有機會多到各社走走，體驗
每社不一樣的開會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