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翦影～ 

  

  

  

例會預告 

2/8(一) 
布希亞的藝術理論研究～中華扶輪受獎生邱廷

浩 

2/20(六) 
新春聯歡晚會【時間:下午 6:00；地點：銘師

父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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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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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King 
9. 歡喜時間－Window 
10. 社長鳴鐘散會 

 

 

 
社長受邀蘇澳社專題演講 1 月 27 日訪蘇澳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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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澳社 2月 21-22日將於花蓮高爾
夫球場舉行授證盃高爾夫球賽，第
一天社長將盡地主之誼宴請，感謝
社長！但也謝謝提供意見的 PP，
打球社友一起高興、一起贊助，盡
力將此事圓滿。 

 2月 20日本社新春活動將於銘師
父舉行，歡迎社友攜家帶眷一起參
與，但為方便估計人數統計桌數，
請社友於 Line 接龍報名。 

 3 月 15 日總監盃 Golf 球賽，社長
將贊助參加者報名費，請各位社友
踴躍參加爭取榮譽，也謝謝社長。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國際扶輪』非『國際扶輪社』 

◎ 「國際扶輪」是全世界各扶輪社之
聯合會，其會員為全世界各扶輪
社，亦即各扶輪社為國際扶輪之會
員社。 

◎ 「國際扶輪」是一個美國伊利諾州
非營利人，其組織定名為國際扶輪
「Rotary Internation」，不可誤為
國際扶輪社。 

◎ 目前全世界有 120 多萬扶輪社員，
遍佈於 200 多個國家及地理區域。 

◎ 「國際扶輪」有 34000多個會員
扶輪社，分佈於 537 個地區，所有
地區分屬 34 個地帶，所有地帶再
劃分 41個地域。 

◎ 地帶及地域之劃分主要是為選舉及
教育訓練需求。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 

1. 原 2月 10日之例會配合春節假
期休會乙次。 

2. 原 2月 17 日之例會為配合新春
團拜活動，調整至 2 月 21日上
午 11：30，地點：花蓮秧悅美
地度假酒店。 

社長報告～Paint 

 1月 19 日新荷社 PP Tina 母親告別
式，感謝出席的社友：PDG 

Young、秘書、Reg、Bulega 及
Jerry。 

 1月 20 日由青少年主委 Doson 安
排，本人與秘書、主委及 PP 

Elephant 與花蓮高農江校長討論關
於花蓮高農扶少團事宜，當天獲得
江校長支持，細節將邀請小組詳細
研商，再向大家報告。 

 3 月 15 日總監盃 Golf 球賽，本社
已連續 7 屆獲團體冠軍，本人對今
年再獲冠軍很有信心，若再蟬連此
殊榮，本人將贊助前五名果嶺費，
所以請加強一起到練習場練習。 

 上週五蘇澳社 PP EN 社長希望本
人去他們社館一趟，瞭解他們社館
漏水的情況，並邀請參加他們的例
會，希望有空的社友可以陪同本人
前往。 

 支點計畫目前正如火如荼的進行，
上週六前往北濱國小瞭解學校的情
況，本人認為此計畫是幫助比較需
要關心的小朋友，可以為社會減少
以後愈來愈少問題的人，至於明年
度還要不要支持，就請社當跟 PP 

Land 接洽。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感謝 PP Elephant 送每人一片 N95

口罩。 

 今年預訂的社員成長目標已達成，

但還是希望社友對本社缺少的職
業，可以再邀請加入，讓本社社員
更健全。 

社友時間～ 

PP Bernard： 

 前社長 PP Banking 夫人最近往
生，但因為女兒在美國，回來要隔
離 14 天，因此要等隔離後回來處
理，才能知道告別式時間，待告別
式確定，本社是不是應該去致意。 

PP Elephant： 

 對比較少出席例會跟大家致歉！主
要因為擔任文化局局長那段時間診
所業務掉了 37%，加上星期一病患
較多。 

 上週日家中樓上因為梯子倒下來打
壞了燒花水管，漏了 2-3 個小時，
感謝 Bulega 迅速親自處理。 

 牛轉乾坤相信疫情很快可以過去，
大家都能健康賺大錢。工商廣告～
流感疫苗目前 15-65 歲也可以到各
診所免費施打，如有需要，本診所
可提供服務。 

PP Jason： 

 本人再 11.5 個月就可以卸任省聯合
理事長，但現在比較擔心，因為今
年是 30週年，原訂 3 月 1日要辦
全國 Golf 邀請賽；3 月 3 日在馬
拉灣辦 30 週年慶典，事情都準備
差不多了，但現在疫情升溫，活動
是否延期，讓本人陷入兩難，很怕
不能如期卸任。這二年多平均一個
月有 12-14 天在外地，很辛苦，但
至今的任期間在各地評價還不錯，
將更努力把它做好、做完，尤其是
此 30週年慶等活動。 

節目時間～ 

題目：2021 年投資展望 

主講人：社友黃明隆 Marlon 

內容：略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社員人數 44人  

免計出席 4人 
Hegar、
Telephone、
EN、Leo 

出席人數 28人  

補 出 席 7人 

Young、
Camera、
Lunch、Genius、
Reg、Chili、Jimi 

缺席人數 5人 
Afuku、Yo 
chih、Luke、
King、Bennett 

出 席 率 87.5%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16,200 元 

備註： 
1. Window$1,000元； 

2. 出席$300元、未出席$500元、秘書
$1,000元、社長當選人$1,200元、
社長$1,500元。 

～例會翦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