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27,800 元
1. Kuber$1,800 元；
2. PP Bernard、PP Civil 各$1,000 元；
3. 社長、社長當選人、秘書、出席各糾察$500 元(出席率未達
70%)
4. 統一歡喜：社長$1,800 元、社長當選人$1,5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招商規劃如下：
1. 贊助金額新台幣(以下幣制同)12,000 元者：
A. 於「總監月刊」刊登廣告：贊助方提供一頁(Ａ4 紙)廣告
資訊，將於總監月刊刊出全年 1 次 。
B. 收錄於扶輪工商名人錄內全年 1 本贊助方提供一頁廣告
資訊收錄之。(贊助方可獲 5 本名人錄)
C. 廣告資訊可於地區 Line 官方曝光：依贊助方提供廣告資
訊，在地區 Line 官方播放(如有宣傳影片，可提供 1 0 秒
鐘)。
2. 贊助金額 24,000 元者
A. 於「總監 月 刊」 刊登 廣告： 贊助方提供一頁(Ａ4
紙)廣告資訊，將於總監月刊刊出上下半年各 1 次，全年
2 次。
B. 收錄於 扶輪工商名人錄內全年 1 本贊助方提供二頁廣告
資訊收錄之。(贊助方可獲 10 本名人錄)
C. 廣告資訊可於地區 Line 官方曝光：依贊助方提供廣告資
訊，在地區 Line 官方播放(如有宣傳影片，可提供 20 秒
鐘)。
3. 贊助金額 36 ,000 元者
A. 於「總監月刊」刊登廣告：贊助方提供一頁(Ａ4 紙)廣告
資訊，將於總監月刊刊出第二季起各 1 次，全年共 3
次 。
B. 收錄於 扶輪工商名人錄內全年 1 本贊助方提供四頁廣告
資訊收錄之。(贊助方可獲 1 5 本名人錄)
C. 廣告資訊可於[地區 Line 官方]曝光：依贊助方提供廣告
資訊，在地區 Line 官方播放(如有宣傳影片，可提供 3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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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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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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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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李昱
鄭宗治
黃安宏
汪譽正
吳國璽
蔡志鴻
安偉業
黃明健

節目：AN

1.
2.
3.
4.
5.

6:0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7:0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聯誼時間－Window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歡迎新生力軍～
A. 秘書報告－Jeff
林坤宏 Casa
B. 社長報告－Ceiling
服務機構：晶華傢俱 經理
C. 各委員會報告
職業分類：傢俱
新社友宣誓
生
日：78/09/22
社友時間
連絡電話：(M)0975-203858
出席報告－Chili
通 訊 處：花蓮縣吉安鄉中央
歡喜時間－Bulega
路一段 201 號
社長鳴鐘閉會
推 薦 人：黃安宏 PP Jason

: 籃健銘

6.
7.
8.
9.
10.

: 蕭毅群

何謂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勵國外青年來台

: 鄭宗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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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台灣文化而設立。
(1) 獎學金來源：台灣各地區扶輪社友所捐獻的「統一捐款」。
(2) 申請資格：1.非扶輪社員子女，修畢居住地國家公認之大學或專科以上課程，對
台灣文化有濃厚興趣，年齡在 25-40 歲間，未滿四十歲之青年。2.須取得國際間
之扶輪地區總監之推薦。3.應能在台灣進行一年期的短期研習。4.應符合台灣之
大學之入學條件，並經審查合格入學就讀者。5.具有初級中文能力者優先考量。
(3) 獎學金額：1.每名每月新台幣二萬五千元(內含在台就學期間之學分費、住宿
費、生活津貼，及平安保險等費用) 2.自行購買，居住地與台灣之往返機票費(限
經濟艙用)，依實際支出金額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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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6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PP Mark 母親於昨天零晨往生，請各
位社友依輪值表前往輪值並給予 PP
慰問。
 恭禧 Noodles 當外公。
 恭禧 Kuber７、８月獲百萬經紀人，
也祝業績長紅。
 Luke 身體微恙住院，祝早日康復。
 今天是 PP Engine 生日，祝他生日快
樂。
 本週五蘇澳社 PP Tile 母親告別式，
請輪值社友撥空出席，將再與社長討
論前往之方式。
 9 月 11 日將在海崖谷舉行本社之中秋
聯歡晚會，因為將在８月底回覆店家
人數，請各位社友配合於群組回覆參
加人數，也謝謝 Bulega 陪同本人前
往接洽，謝謝老闆將贊助我們音響及
熱場節目。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懇談會(FIRESIDE MEETING)的傳統
懇談會也稱為「爐邊會」( 芝加哥天
寒，故常在壁爐旁取暖召開 )。 平常例
會聯誼時間有限一些扶輪知識也常無足夠
時間解惑，因此懇談會就利用社友辦公室
或自宅來舉行；同時也可了解社友的職業
並讓寶眷更了解扶輪。懇談會應鼓勵自行
用餐後前往或採簡餐聯誼方式辦理通常由
聯誼主委主持，並邀扶輪知識主委列席；
先設定題目或由社友自由發揮均可。主人
需備簡單茶㸃，且應控制在一個半小時內
結束。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各社來函
 久留米北區社來函，關於本社於 8 月
18 日去函慰問水災一事，他們的回
覆：他們全體社員沒有受到太大影
響，也謝謝我們的關心，並表示新冠
疫情，他們社的社員和家人也健康，
也期待恢復互訪及見面。關於他們社
授證 44 週年慶典，也因為疫情關
係，只有社內慶祝。
 兄弟社訃告—蘇澳扶輪社前社長張祈
祿 PP Tile 慈母於 8 月 17 日壽終內
寢，享壽 89 歲，謹訂於 8 月 27 日上
午 7:30 假喪宅(蘇澳鎮龍德里萬福路
4 號)舉行公奠禮。

社長報告～Ceiling
 上週帶小朋友去打球感謝副社長代理
主持會議。
 恭禧社當 Noodles 當阿公，也祝 PP
Engine 生日快樂。
 Luke 住院已致電慰問，但他謝絕探
視。
 PP Ｍark 母親仙逝，中午已跟秘書、
聯誼前往捻香，會後將再過去，有空
的社友也歡迎一同前往。
 上週五前往訪視黎明教養院及芥菜種
會少年之家，稍後再請主委詳細說
明。
 捐助國風國中籃球隊計畫，與他們教
練連繫，他們會於開學後安排時間到
社裡報告。
 歡迎 PP Civil 歸隊，也很高興他今天
出席例會。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Jimi
 將與社長再更密切的連結，將社裡公
共形象盡一份心力。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謝謝各位社友對本人發起的社福單位

捐助案支持，很快的將捐助款籌款完
成，也感謝 Bulega 加速進行及服務
計畫主委的用心。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上週五的探訪行程：
當天本人跟社長、PP Ivan 前往—黎
明教養院、芥菜種會及展望會，首先
介紹一下這幾個單位：黎明教養院是
一條龍的服務(院生從小到老)，它是
很有張力的團體，院區目前有 118 位
服務人員 17 位；而芥菜種會，本次
贊助是少年之家，位於十六股，目前
有 12 位院生，都來自各地，各縣市
機關轉介或法院判決的少年；而展望
會我們比較熟悉就不多介紹，本次將
贊助課後輔導及行為養成教育之計畫
經費。此贊助社福機構計畫是本社主
動，他們都很感謝我們的抛磚引玉。
目前根據以上３個單位的組織、需求
及迫切性將捐助金額分配如下：
黎明教養 芥菜種會 展望會
院
少年之家
180,000
100,000
170,000
而捐贈預計 9 月 10 前進行，屆
時也邀請各位社友一起參與。

成少數社友的壓力。

出席報告～代理 Jerry
社員人數

45 人

免計出席

3人

出席人數
補 出 席

27 人
1人

缺席人數

13 人

出 席 率

Telephone、
EN、Leo
Noodles
Young、
Camera、
Toein、
Elephant、
Mark、Genius、
Yo chih、Eagle、
Luke、Reg、
Chili、King、
Bennet、Simon
66.7%

～例會翦影～

社員委員會主委～Marlon
 很高興今天 PP Civil 來開會。
 見習社友林坤宏先生下次例會要宣
誓，也請各位社友當天踴躍出席。

社友時間～

服務計畫主委報告社福單位之訪視情形

PP Civil：
 回來很熟悉，也很高興看到各位社
友，並感謝大家不嫌棄。

PP Jason：
 建議之後的社長要做的事情都要編列
在您的工作計畫書及預算內，依計畫
及預算來執行。這不是金額的問題，
是處理事情的規則，要永續經營，儘
量依計畫來執行，若不在計畫內，也
要在大家都能接受的情形下，不要造

歡迎 PP Civil 歸隊並出席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