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代理 AN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4人 Telephone、EN、Leo、Cab 

出席人數 25人  

補 出 席 8人 
Bernard、Young、Mark、Eagle、Doson、
Marlon、Longer、Simon 

缺席人數 8人 
Camera、Elephant、Yo chih、Luke、
Chili、King、Jimi、Bennet 

出 席 率 80.5%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21,800 元 

備註： 

 PP Jason$1,000 元 
 統一歡喜【社長$1,500元、社長當選人$1,000 元、秘書

$800元、社友各$500元】。 
 

 

 
 

理事會名錄 

李昱 、鄭宗治 
汪譽正、黃安宏 
黃建華、陳勉志 
林裕煌、黃明健 
吳吉利、黃明隆 
吳睿綸、趙俊隆 
籃健銘、謝伯林 
安偉業、蔡志鴻 
蕭毅群、吳國璽 
孟憲法、周國正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李昱  

社長當選人 : 鄭宗治 

副 社 長 : 黃安宏 

秘    書 : 汪譽正 

財 務 長 : 吳國璽 

糾察主委 : 蔡志鴻 

節目主委 : 安偉業 

聯誼主委 : 黃明健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鄭宗治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籃健銘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蕭毅群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趙俊隆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黃明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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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1. 7:00社長鳴鐘開會 
2. 播放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Window 
4.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Jeff 
B. 社長報告－Ceiling 
C. 各委員會報告 

5. 社友時間 
6. 出席報告－Chili 
7. 歡喜時間－Bulega 
8.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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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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一
次
線
上
例
會 

總監月報 稿約 

捕捉瞬間／紀錄感動／分享扶輪 

特別規劃幾個單元，歡迎各位夥伴踴躍投稿 

一、封面報導：地區性大型活動之照片與心得。 

二、地區與分區活動：各分區及各社活動報導，如每月扶輪服

務、聯誼、訓練等影像，或是各社在扶輪生活中具有特別

影像意義者，請投稿者附 3∼6 張圖片(高解析)，加上 800

字左右之文章。 

三、各社分享：參與扶輪、實踐扶輪、經歷扶輪的心得分享。

歡迎各分區及各社，邀請各領域達人，分享、記錄、採

集，不同專業在各領域的專業及生活品味，或對新進社友

進行邀稿、專訪報導。 

 每月 10 日出刊，前一月底 20 日截止收稿。 

 圖文稿件：800 字左右之文章，請投稿者附 3∼6 張圖片；

文字愈少者，請附上更多照片。請將照片檔名改成照片說

明，並標明順序。 

 注意事項： 

1. 稿件編輯處有取捨與刪改編輯權，同一服務活動請勿重

複投稿。 

2. 稿件請註明：所屬扶輪社、社內中文尊稱、中文姓名、

英文尊稱、英文名、電話(稿件有問題可聯絡)。 

3. 本月刊投稿恕無稿費。 



第 2311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歡迎 PP Civil 歸隊。 
 歡迎很久沒有看到的 PP Afuku。 
 祝福７月份３位夫人生日快樂。 
 關於 8月份的女賓夕暨父親節慶祝

活動，依目前的疫情狀況有可能可
以舉辦，將再與社長討論舉辦方
式。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1. 地區辦公室第202122003號函—敬
請各社繳交台灣扶輪總會會費，依
2021年7月1日之社員人數，每位＄
100元，並於8月31日前繳交。 

2. 花蓮第一、二分區第2次社長、秘
書聯席訂於7月26日下午７:30，採
線上會議，各社如有提案，請於7
月22日前提交二分區助理總監AG 
Sherry以利彙整。 

社長報告～Ceiling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大家可以恢復
正常生活。 

 期望各位社友支持未來一年各項活
動，也希望預訂之活動都能順利舉
行。 

 提醒各位社友記得去打疫苗。 
 祝７月份的 Borlin 夫人、Lunch夫

人及 Toein 夫人生日快樂。 
 第一次線上例會狀況很多，請各位

社友多包涵。 

社友時間～ 

PP Afuku： 

 希望疫情趕快過去，大家都健健康
康。 

IPP Paint： 

 很高興第一次線上例會。 

 歡迎 PP Civil 歸隊。 

 祝福今年社長政躬康泰、社運昌
隆。 

 希望社裡有什麼問題，社友間能多
多討論。 

PP Civil： 

 很高興回來看到老朋友，在這疫情
間還能關心對方，這就是扶輪滾動
的精神。而透過視訊開會是在這疫
情期間僅有的辦法。 

PP Lunch： 

 建議下週的例會依然採線上召開。 

 

 

 

 

 

Jerry： 

 感謝社長讓本人擔任今年球隊主
委，將會認真完成任務。而今年之
隊服，因為疫情之關係，請社友自
行到＂欣格＂套量。 

Bulega： 

 以球隊財務報告，疫情之關係，為
體恤各位隊友，本年度隊費為
$5,000 元。 

PP Genius： 

 疫情期間，大家要保持身體健康、
快樂；若在球技上不如人，就要加
緊練習。 

Noodles： 

 關於地區下年度是否辦理 RYE 交
換，地區將發意向書給各社，再根
據各社參加之意願及人數，做為依
據。另本屆的 Rotex 會長，是本社
前幾年派遣的交換生汪宜淇(PP 
Genius 女兒)，本屆關於地區 RYE
活動，將由他帶領其他 Rotex 學生
參與。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花蓮第一、二

分區 2021-22 年度  聯誼公約 

一、召開聯席會： 

1. 第一、二分區社長、秘書聯席會議由
一、二分區助理總監輪流擔任主席。 

2. 由各社輪流擔任主辦社值東負責餐
費、擬訂日期及地點(原則上每次 2 
社，一、二分區各 1 社)。 
召開月份及值東社如下： 
(1) 2021/05/29 －兩位助理總監、兩

位分區副秘書 
(2) 2021/07/ －花蓮社、港區社 
(3) 2021/09/ －吉安社、中區社 
(4) 2021/11/ －東南社、玉里社 
(5) 2022/01/ －新荷社、美侖山社 
(6) 2022/03/ －2021-22 年度及

2022-23 年度助理總監及地區副
秘書共 8 位 

(7) 2022/05/ －菁英社、華東社、東
海岸社 

3. 每次會議請分區助理總監所屬社執行
秘書代為發文、聯絡及紀錄。 

4. 花蓮一、二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
書長依「倫理制」，按社齡順序於 10
月份前產生，並於 10 月份社長秘書
聯席會中定案，於 11 月 30 日前呈報
下屆總監辦事處。 

2022-23 年度產生社如下，如放棄須

自下一輪重新輪任：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由菁英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新荷社推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由華東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中區社推薦。 

2023-24 年度產生社如下，如放棄須

自下一輪重新輪任：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由花蓮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菁英社推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由東海岸社推

薦、地區副秘書由美侖山社推薦。 
(PS：若下屆總監有指定地區副秘書
長人選，該社可優先當任，但下次輪
流順序排為最後。) 

5. 花蓮地區聯合運動會按社齡順序：
2021-22 年度由美侖山社承辦；
2022-23 年度由華東社承辦。 

(PS:本年度花蓮地區聯合運動會，訂於
2021 年 10 月 3 日(星期日)於花蓮市中
華國小舉行。) 
6. 地區獎助金由助理總監社提案承辦，

分區內 11 社聯合舉辦。獎助金不足
數，如由提案社負擔，則提案社為主
辦社、其餘各社為協辦社；如由各社
平攤，則各社均為主辦社、提案社稱
為承辦社。 

二、 各社若逢喪事：(包含社友之配偶、

直系血親一親等) 

1. 請主事社寄訃聞予各社及各社社長並
註明發生社之社名及社友姓名。 

2. 請主事社統一代訂友社罐頭祭品及輓
聯每社 2,000 元，並統一支付款項
後，向各社收回代墊款，另請各社寄
回款項時於支票上註明主事社之社友
姓名。 

3. 各社請派至少 3 位以上(含社長、秘
書)社友參加告別式，地點若於外地採
自由參加。 

三、 逢各社授證慶典： 

1. 授證社發請柬或公文邀請，各社至少
派 5 位社友參加，如逢 5、10 等大週
年授證各社至少派 10 位社友參加，
每位註冊費 800 元，如未參加，註冊

費仍需寄達。 

2. 如以國內外旅遊或其他型式舉辦或不
舉辦，均應另行發文通知各社，人數
及註冊費不受第 1 條內容限制。 

3. 扶青團、扶少團出席花蓮各社參訪、
見習不收取慶典註冊費及一般餐費。 

四、 所用之信件、郵件、及通信投票等
用語，將包括利用電子檔郵件及網
際網路技術，以降低費用並增進溝
通效率。(依國際扶輪社章程第 21
章用詞解釋。) 

 

 

蘇澳社 PP Tile： 

 今天會在貴社的線上例會出現，
是因為在學習，也恭禧社長；並
歡迎各位社友有空到宜蘭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