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蓮一、二分區各社例會時間及地點
社名

例會地點

例會時間
每月第 1、2、4 週
花蓮社
花蓮翰品酒店
週五 12：20
每週二夏 18：30
玉里社
玉里鎮民族路 2 號 3F
冬 18：00
每月第 1、2、3 週
吉安社
福容大飯店
週三 18：45
每週二 18:30
中區社
永豐活海鮮餐廳
(第 2 週休會)
每月第 1、3、4 週
東南社
社館(國聯二路 21-1 號 2 樓)
週四 18：30
美侖山社
花蓮翰品酒店
每月雙週四 18：30
社館(吉安鄉中山路 3 段 65 每月第 1、2、4 週
華東社
號 3 樓)
週三 18：30
新荷社
花蓮福容大飯店
每週四 18：30
菁英社
花蓮藍天麗池飯店
每月雙週三 18：30
東海岸社
晶采聠营會館
每月雙週二 18：20
※請補出席的社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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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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
秘
書
財 務 長
糾察主委
節目主委
聯誼主委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
:
:
:
:
:
:

李昱
鄭宗治
黃安宏
汪譽正
吳國璽
蔡志鴻
安偉業
黃明健

: 鄭宗治
: 籃健銘

節目：AN

1. 歌唱練習
2.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Window
A. 頒發父親節禮金
B. 聯誼報告
4.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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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社友時間
7. 出席報告－Chili
8. 歡喜時間－Bulega
9. 社長鳴鐘閉會

: 蕭毅群
: 趙俊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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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3
5
7
9
11
13
15

四
大
考
驗

張仙景先生(PP Camera 令尊)
蕭崎昌先生(PP Ivan 令尊)
林輝雲先生(Reg 令尊)
吳忠友先生(Chili 令尊)
吳進源先生(Jerry 令尊)
趙信雄先生(Longer 令尊)
籃清安先生(Jimi 令尊)
安寧先生(AN 令尊)

2
4
6
8
10
12
14
16

吳齊安先生(PP Engine 令尊)
李旺生先生(Ceiling 令尊)
黃森郎先生(Window 令尊)
黃重雄先生(Marlon 令尊)
蔡有得先生(Bulega 令尊)
邱順一先生(King 令尊)
林勇龍先生(Bennett 令尊)
古宏偉先生(Kuber 令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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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2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明天準備降級，下次例會就可以見
到大家了。
 原訂８月初要舉辦的女賓夕暨父親
節慶祝活動，與社長討論後，認為
先不要辦，將經費挪於中秋活動，
若社友有其他建議歡迎提出討論。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1. 地區辦公室第 202122004 號函，敬
請各社繳交 2021-22 年度各項計畫
案之費用。
A. 上半年度地區基金社員分攤金，
每位社員$250 元；
B.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訓練營」各
社配合款，每位社員$500 元；
C. 「地區成年禮」各社配合款，每
位社員$200 元；
以上之費用，皆以 2021 年 7 月 1 日
社員人數為基準，並請各社於 8 月
31 日前繳交。
2.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
員會來函，2021-22 年度長短期交
換計畫因應 Covid 19 疫情說明暨
申請意願調查。
A. 因應目前全球 Covid-19 疫情之
不確定性，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
會於 110 年 7 月 3 日召開第１次
董事會宣布 2021-22 年度長短期
交換計畫將持續進行報名申請，
各地區申請表截止日延後至 110
年 10 月 31 日。
B. 本地區 RYE 委員會欲先行調查各
社於本年度學生報名意願並統計
人數，以利規劃講習會及相關訓
練時程。若有欲報名申請或有興
趣了解交換計畫詳情之扶輪社
（學生年齡須在 15-18 歲），請

於 8 月 20 日前回覆調查表之相
關資料。
3. 菁英社來函，原 8 月 11 日例會，
配合父親節慶祝變更至 8 月 4 日下
午 6:00；地點：泰好食餐廳。

社長報告～Ceiling
 下週一就可以正常例會，一起吃便
當、聊聊天。
 原訂今天要邀請晶華傢俱林先生見
習，但覺得下週就可以實體例會，
屆時再邀請。也麻煩社員主委
Marlon 費心。
 稍後會先下線，因為 7:30 要參加
花蓮分區社秘會線上會議。
 本人及 Doson 都有加入地區的扶少
團委員會群組，青少年領袖營活動
有可能結合扶少團活動，待有進一
步訊息再跟大家報告。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Longer
 本社捐血活動訂於 111 年３月６
日。
 關於預訂學校部份的社區服務活
動，將等學校開學後進行。
 目前有一計畫正在進行，關於日前
媒體報導黎明教養院，因為疫情的
關係，需要各界的協助，PP Ivan
６月時已向本委員會提出，目前有
４位參與：PP Ivan、PP Civil、
社長及本人各捐獻 3 萬元，經本委
員會詳細了解，他們的需求金額蠻
大，該單位並不缺生活必需品之支
援，主要是支持他們的運作的經
費，本社如何在這疫情期間幫助真
正為社會服務的單位，也希望有意
願參與的社友可以與本人連絡。
扶輪基金委員會～PP Ivan
 希望各位社友支持今年的中華扶輪
獎學金捐獻。

 將關注最近的媒體報導，有很多社
福單位都有捐款不足問題，需要協
助將由服務計畫委員會提出後由本
人募款，社友有餘力請多多支持。

社友時間～
IPP Paint：
 期待下禮拜的實體例會。
 關於 ACH 社費代扣案，目前還有一
半的社友尚未配合，將一一拜訪，
也感謝配合。
 關於上屆有一些職員獎、出席百分
百等尚未頒發，預計於中秋節活動
中進行。
Doson：
 花蓮高農扶少團目前團員 20 位，
團長要等９月開學才會確認，新任
指導老師將於在８月１日接任。

出席報告～代理 Window
社員人數 45 人
免計出席

5人

Hegar、
Telephone、EN、
Leo、Cab

出席人數 23 人
補 出 席

5人

缺席人數 12 人

Toein、Engine、
Marlon、King 、
Simon
Young、Camera、
Elephant、Mark、
Genius、Yo chih、
Eagle、Luke、
Chili、A Ming、
Jimi、Bennet

出 席 率

70%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22,200 元
備註：
 Buega$1,300 元(專款高爾夫球
隊)；IPP Paint$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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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戰後台灣扶輪第一社
日治時代的台北扶輪俱樂部於
1940 年退出國際扶輪之後，台灣扶輪
就進入了空窗期。
直到 1948 年才由台北仕紳成立了
台北扶輪社，於同年 10 月 9 日在台北
招待所舉行成立儀式，典禮當天時任財
政廳長的創社社長嚴家淦先生正巧滯滬
公幹，未克親自主持盛會，倒是當時的
台灣省主席魏道明先生特別出席道賀
台北扶輪社成立並沒有輔導社，也
沒有國際扶輪指派的輔導代表，而是由
幾位大陸時期的前扶輪社員所自行籌
組，主其事者為擔任台北招待所主任的
前昆明社社員李申穠先生(Paul Lee)，
他於成立後擔任第一屆秘書。
台北扶輪社向國際扶輪申請認證
時，提出的創社創社社員名單包括國內
外官商人士共有 28 位，均為學養俱佳
的一時碩彥。

做得更多，成長更多
一聲號角喚起改變者
當世界將有所改變，扶輪也是如此。
國際扶輪社長梅塔要求我們要身為改變
者，在這個扶輪年度我們被挑戰要＜做
得更多，成長得更多＞
【做得更多】的五種方法
1. 更多的服務計畫與社區的工作
2. 在扶輪社裡與其他社有更多的聯誼
活動
3. 做些您以前沒有做過的新鮮事
4. 為社員提供更為專業的經驗
5. 捐獻更多的善款給扶輪基金會
【成長更多】的五種方法
1. 在大眾的眼裡，成長的更多
2. 吸收新社員，尚待何時!
3. 促進更多的新扶輪社模式
4. 更多的夥伴關係
5. 以 DEI(多元、公平、包容)作為我們
所有工作的基石
~截錄台灣扶輪８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