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時間～
PP Civil：
 回來社裡一樣稟持二個最初的信念：職業服務及社區服務，這
也是參加社團最想做的二件事。
 本人將於 9 月中旬到美國，這趟行程是意外，半年前就規劃
了，據說在美國是居家隔離５天，而回來台灣要隔離 15 天。這
次美國行主要是到芝加哥，純渡假，大部份都是打球，晚上則
去看職棒球賽及美式足球。最近有朋友心肌梗塞往生，讓本人
有些領悟：要活得愈簡單愈好並珍惜當下。

Kuber：
 通常農曆７月看屋的人比較少，但因為前陣子疫情，以致於這
陣子看的人變多，加入剛好本人經營的客戶這個月收網，以致
於成交比較多。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免計出席
出席人數
補 出 席

46 人
3人
29 人
1人

缺席人數

13 人

出 席 率

Telephone、EN、Leo
AN
Young、Camera、Toein、Elephant、
Mark、Afuku、Yo chih、Luke、Reg、
King、Jimi、Bennet、Ken
70%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55,500 元(含入社費)
備註：
1. Bulega$5,000 元；
2. P. Ceiling$2,500 元
3. PP Hegar、PP Civil 各$2,000 元；
4. Window$1,800 元；
5. PP Lunch、Noodles、Doson、Chili、Kuber 各$1,500 元；
6. PP Bernard、PP Jaosn、PP Ivan、PP Cab、PP Genius、IPP
Paint、Jeff、Marlon、Jerry、Longer 各$1,000 元；
7. Borlin、Esing 各$800 元；
8. PP Six、PP Engine、Teacher 各$600 元；
9. PP Eagle、Simon 各$500 元；
10.PP Ivan、PP Afuku、Ｋing 各糾察$500 元(未參加告別式)；
11.補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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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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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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秘書報告－Jeff
B. 社長報告－Ceiling
C. 各委員會報告
節目時間
～Rotex 簡介 —2021-22 年度 Rotex 會長汪宜淇
社友時間
出席報告－Chili
歡喜時間－Bulega
社長鳴鐘閉會

: 蕭毅群

2020-2021 年度 3490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前五名扶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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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錄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020-21 年度工作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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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17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上週有幾位 PP、社友生日，在此祝他
們生日快樂。
 9 月 1 日上午 11:00 PP Mark 母親告
別式，當天請各位社友撥空出席，另
當天需要９台車子協助，再麻煩社友
協助。
 恭禧 Kuber 又冒泡了，祝他業績長
紅。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理事會職責與輪流歷練理事的重要性
扶輪社的管理機構是依該社章程或細則規
定所成立之理事會。它對一切社務擁有最
終決定權。本於各社自主的精神，有相當
多的社在章程中訂定以社員大會為最高權
力機構，而理事會則須負責執行。因此，
任何社務之決議或提議凡對本社有強大約
束性者，均建議應先經理事會審議；且在
有異議或對本社影響深遠時，立即召開社
員大會進行議決。理事任期為一年，為了
能夠符合「鼓勵並培養」的宗旨，各社應
積極讓每位社員都有輪流歷練理事的機
會。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122011 號函—函知 2021-22
年地區[扶輪工商名人錄]招商事宜。
詳細請參閱週刊，若有意願請向秘書
處報名。
 第 202122012 號函—2021-22 年度
『扶輪公益網-公益天使講習會』敬請
各社轉知與會人員踴躍報名參加。並

請於 9 月 10 日前完成報名。
1. 時間：10 月 2 日下午 1:00-4:30
2. 地點：基隆市七堵國小大禮堂
3. 參與對象：建議各社社長、秘書出
席或指派 2 位代表參加
4. 費用：免費
各社來函
 菁英社來函，原 9 月 8 日例會，為配
合中秋佳節慶祝活動，變更至 9 月 18
日下午 6:00，地點：花蓮洋基牧場。
 新荷社訃告—前社長葉惠珠 PP
House 父親於 8 月 27 日仙逝，享壽
85 歲，謹訂於 9 月 4 日上午 7:50 家
奠，8:30 公奠，地點：花蓮縣富里鄉
豐南村永豐四鄰 94 號。

30 日止，目前已收到一碩士生的申請
書，若社友身邊有適當人選歡迎推
薦。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9 月 3 日懇請各位社友參加社福單位
捐贈活動，當天下午 2:00 在黎明教
養院；3:30 將移駕至位於 16 股的芥
菜種會少年之家，請各位踴躍參加，
展現港區社團結的一面。活動後，發
起人 PP Ivan 將於 Ken 的浪太大餐館
請大家吃個飯。

～例會＆活動翦影～

社長報告～Ceiling
 上週有好幾位社友生日，在此祝他們
生日快樂。
 感謝各位社友這幾天去喪宅輪值，陪
伴 PP Mark。
 PP Camera 及 Longer 家中都將有喜
事，在此先祝賀他們。
 ９月１日 PP Mark 母親之告別式，總
監有致電不克出席。另兄弟社有 14
位社友將前來，當天再麻煩兄弟社主
委費心。
 AN 母親身體不適住院開刀今天出
院，祝他早上康復。
 PDG Young 因為疫情的關係，比較不
方便來開會，社裡若有什麼需求將全
力配合。
 9 月 3 日要進行二個社區服務活動之
捐贈儀式，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
 Noodles 千金於昨天出國深造，祝一
路順風。

歡迎生力軍 Casa↑↓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本社受理至９月

歡喜 PP Hegar 捧紅箱

捐贈黎明教養院、芥菜種會少年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