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動翦影～
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學生社內初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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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聯誼活動—自製＂專屬的精油香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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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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蕭毅群

節目：AN

1. 請社長宣佈活動開始－Ceiling
2. 聯誼時間－Window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3. 出席報告—Chili
4. 歡喜時間—Bulega
5. 聯歡晚會～摸彩活動及卡拉 OK 歡唱（歡迎點歌）

♥ 永浴愛河 ♥
◎ PP EN伉儷～60/11/20
◎ A Ming伉儷～85/11/10
◎ Doson伉儷～100/11/13
◎ Kuber伉儷～107/11/24

♪ 生日快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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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PP Lunch伉儷～80/11/20
◎ PP Elephant伉儷～87/11/7
◎ Chili伉儷～102/11/30

◎ PP Bernard～11/10
◎ PP Camera夫人～11/15
◎ PDG Young夫人～11/23

四
大
考
驗

◎ PDG Young～11/12
◎ PP Civil夫人～11/18
◎ PP Cab夫人～11/26

◎ Reg～11/19
◎ PP EN～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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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4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上星期二與社長、秘書及 IPP Paint 去
參加蘇澳社社友父親之告別式。參加
人數稍嫌不足，希望以後公祭有輪值
的社友要儘量撥空出席或找代理。
 本週六將於海崖谷舉行聯歡晚會，報
名很踴躍，感謝各位社友的支持。
 11/20-22 秋季旅遊暨三港聯合例會的
行程請參閱，本次行程有安排職業參
觀及到日月潭涵碧樓用餐等，待今天
理事會後，請各位協助趕快報名。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扶輪例會要準時執行並慎重的規劃
例會流程要嚴謹、順暢，並一定要準時開
始與結束。流程拖延致要求社長「買時
間」並非常態，也耽誤大家的接續行程。
例會不需太嚴肅；應鼓勵活潑有趣，使社
員在開拓視野之外都有學習及表達的機
會。例會是社員共修的場所，透過參與與
分享，將能鼓勵及激發超我服務的理念。
因此節目的規劃一定要慎重而認真 千萬
不宜流於娛樂本位的節目。至於在例會中
從事推銷產品及廣告等商業行為，或是從
事政治或宗教活動，則更在禁止之列。

變更至 F HOTEL 花蓮站前館。

社長報告～Ceiling
 10/9-11 三港高爾夫球聯誼賽圓滿。
但活動中的小插曲，Simon 被遺忘在
球場，還好即時救援。
 11/20-22 三港聯合例會，希望各位
PP 及社友踴躍報名參加，因為大家很
久沒有聚在一起，聯誼很用心的安
排，特別規劃到涵碧樓用餐配美景。
 10/12 感謝秘書、IPP Paint 及
Window 一同前住參加蘇澳社 Yukan
父親之告別式。參加兄弟社公祭之輪
值本社已安排在年度計畫中，希望輪
值的社友儘量撥空出席，若有不克也
要自己找人代理。
 10/14 重陽節，在此祝資深 PP 及社
友的父、母親重陽節快樂。
 10/13 與社員主委、社當、秘書及
AN 有前往拜訪 Ken，他表達是因為
經濟因素想要先離開。
 10/16 下午原訂要與 IPP Paint 去參加
蘇澳社 IPP EN 的感恩餐會，但因為
臨時工地有事，在此向 IPP 致歉。
 10/16 與 PP Ivan、PP Telephone、
PP Bernard 及 Longer 在 PP
Bernard 公司進行中華扶輪獎學金申
請學生初審，並通過推薦 3 位學生。

社長時間～

各委員會報告：

秘書報告～Jeff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122025 號函—本地區 202122 年度『第十三屆愛的輪轉慈善音樂
會』為因應疫情延期至 111 年 2 月
18 日舉辦，轉請周知並敬邀踴躍出席
參加。
各社來函
 菁英社來函，10 月 27 日之例會地點

 社福單位贊助案，已完成了 2 個單
位，剛與節目主委敲定 11/1 將安排
另一單位～世界展望會蒞社報告計
畫，在此先簡單說明，此計畫贊助＂
花蓮、吉安、壽豐地區課後輔導，主
要宣導兒少注意安全＂及＂鳳林地區
課後輔導行動課桌椅”，細節當天將
再詳細說明。

社員委員會主委～Marlon
 與社長們前往拜訪 Ken 社友，他表示

很認同本社，並在社裡很愉快，但因
為現實問題，所以先暫時離開，若社
友跟他比較熟悉可以再努力看看。
 歡迎今天的見習社友，希望港區社不
斷有新血加入。

社友時間～
1.貴賓～吳少宇
本人從事窗帘相關行業，公司在建國路
2.上，已婚，目前有 2 個小孩。

King：
 謝謝這段時間社友打電話關心，我將
儘量撥空來開會。

Simon：
 對主委 Jerry 很抱歉！本人不光是當
天被放鴿子，當天打球也遲到，在努
力追趕下擊球完畢，謝謝 AN 他們再
回來載我。

IPP Paint：
 參加三港高爾夫球聯誼賽有伴手禮在
本人公司，本人原應一一送到各位手
上，但因為一場雨打亂了工作，所以
要麻煩各位有空到我公司拿。
 上週六蘇澳社 IPP EＮ舉辦感恩晚
會，除了辦得很好外，去年的各項服
務也都做得很好，很遺憾社長沒有
去，可以先學習一下。

補 出 席

1人

缺席人數

8人

出 席 率

Jimi
Camera、
Elephant、
Mark、Civil、
Afuku、Yo
chih、Luke、
Reg
80%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26,900 元
備註：
1. PP Hegar、PP Toein、Bulega 各歡
喜$1,000 元；
2. PP Camera、PP Yo chih、Chili、
Jimi、Teacher 及社長、秘書各糾察
$500 元 （未出席告別式）；
3. 統一歡喜【社長$1,200 元、社長當選
人$1,000 元、秘書$800 元、補出席
及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
各$600 元】。

～例會翦影～

Bulega：
 如同 IPP 說的，感恩晚會辦得很熱
鬧，IPP Paint 也受邀上台致詞，本人
認為我們的 IPP 只是沒有舞台讓他分
享，他也做得很好。

歡迎見習社友-吳少宇先生

PP Toein：
 今天去打 AZ 第二劑。

出席報告～代理 Simon
社員人數

44 人

免計出席

4人

出席人數

31 人

Young、
Telephone、
EN、Leo

PP Hegar 主持前社長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