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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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2. 7:00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Wind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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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 11/20-22三港聯合例會暨秋季旅遊名單：（目前共 57人） 

1. PP Bernard*1 2. PP Hegar*4 3. PP Leo*2 

4. PP Toein*2 5. PP Engine*2 6. PP Jason*2(自行前往) 

7. PP Ivan*1 8. PP Lunch*2 9. PP Cab*2 

10. PP Mark*2 11. PP Yo chih*2 12. PP Eagle*4 

13. IPP Paint*3 14. P. Ceiling*4 15. PE Noodles*2 

16. Window*2 17. Jerry*4 18. Bulega*2 

19. Teacher*1 20. Borlin*2 21. AN*3 

22. Simon*2 23. Esing*5 24. 執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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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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

獲

2020-

21年

度 RI

扶輪

獎 

 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委文告      

你認識你的基金會嗎？ 

當有人問我扶輪基金會是什麼，我會告訴他們它是扶輪的
心臟。你以前可能聽過扶輪有一顆聰明的心臟。基金會把我們
悲憫的情緒反應與務實的行動結合在一起。有了心臟及大腦，
你可以改變世界。 

因此，基金會對你有何意義？11月是扶輪基金月，可是各
位真的瞭解我們的基金會嗎？ 

首先，它真的是我們的基金會。扶輪基金會不屬於我個人
或其他 14位保管委員，也不屬於國際扶輪理事會，也不是國際
扶輪社長專屬。它屬於世界各地的每位扶輪社員。 

而且它的存在就是要讓我們改變世界。我們解救母親及孩
童是因為我們有同情心，我們知道如何規劃。我們把乾淨用水
及衛生設備提供給有需求之處的有需要的人，因為我們是根據
社區的需求來訂定策略。我們把對高風險社區的和平、教育，
及經濟穩定的支持，與管理大型計畫的能力做結合。 

捐款給基金會也是個聰明之舉，因為這麼做會讓那筆捐款
的價值加倍。你可以想到有哪些基金會能夠擬定計畫、提供資
金，並自行在基層推動辦理？我們基金會是我所知唯一做得到
的。我們把一切完成，花費的行政成本卻相對低。這也是《慈

善領航員》(Charity Navigator)持續給予扶輪基金會 4顆星最
高評等的原因。 

我有時候會被問一個問題：我應該捐多少錢給基金會？每
年，捐獻你能力所及的金額。對某些人來說，那是 100 美元，
對另外一些人來說，金額更大。更重要的是你有捐獻，因為每
筆慷慨的捐獻都有助於我們滿足社員對全球獎助金及其他計畫
日益增加的需求。 

今年，我們想要為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募集 5,000萬
美元，加上蓋茲基金會 2比 1的配合款，總金額可以達到 1億
5,000萬美元。每個扶輪社只要捐出 1,500美元，我們就可以超

越這個目標。我們也有其他目標── 關於年度基金、捐贈基
金、其他捐款── 總金額高達 4億 1,000萬美元。 

如果我們全心全力投入，便做得到。可是要記得，重點不
在於金錢；而是這筆錢能做什麼。 

有一句諺語是這麼說的：「我一個人無法改變世界，可是
我可以朝水面拋出一顆石頭，激起許多漣漪。」 

基金會就是那顆石頭，讓我們用我們的全心與全力，把漣
漪化為滔滔巨浪。 

澤恩 JOHN F.GERM 

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委 

～截錄台灣扶輪 2021.11月號 



第 2326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10 月 23 日於海崖谷舉行聯歡晚會，

感謝各位 PP 及社友的參與，活動圓

滿。 

 10 月 26 日起本社規劃每週在”吉安

中正路二段 51 號”跳舞運動，歡迎

各位社友一起來動一動。 

 上週六壽星 Jerry，在此祝他生日快

樂。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地區辧公室來函 

 第 202122030 號函—公告 2024-25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投

票結果。經提名委員投票通過林口扶

輪社前社長陳建勳 PP JSC 為 2024-

25 年度地區指定總監提名人。依規定

公告各社週知，有意挑戰之候選人，

請提交相關資料於 11 月 4 日前，備

文函送地區辦公室。 

 第 202122028 號函—為舉辦 2021-

22 年度地區之“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

營＂，請各社推薦優秀青年人選報

名。報名即日起至 11 月 22 日止。如

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未能提供足額參加

人選，不足名額統一委由地區 RYLA

委員會遴選優秀的青年朋友參加。 

 活動時間：2022 年 2 月 12~13

日； 

 活動地點：中華電信學院板橋所； 

 參加對象：18-28 歲經各社推薦之

優秀青年(含非扶輪子弟)； 

 本社有 2 位名額，請欲推薦之社友

儘快向秘書處報名，依序錄取額滿

為止。 

 第 202122031 號函—2021-22 年度

地區扶少團創意微電影徵選比賽，敬

請各社轉知所輔導之扶少團，並鼓勵

踴躍報名參加。投稿自即日起至 2022

年 1 月 31 日止。並懇請各輔導社贊

助活動費用，每社新台幣$3,000 元。 

 第 202122032 號函—本地區 2021-

22 年度扶輪少年服務團相見歡活動，

煩請各社轉知所輔導之扶少團踴躍報

名參加，報名至 11 月 5 日。 

 活動時間：11 月 13 日上午 9:00

至 12:10； 

 會議方式：遠距線上課程，採

googlemeet； 

 參與對象：建議各扶少團團員全員

參加、各扶少團之指導老師、各扶

少團之輔導社社長、秘書、扶少團

之輔導主委。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 

1. 原 11 月 3 日之例會暨寶眷聯誼變

更時間、地點至 11 月 6 日下午

6:00；地點：洄瀾灣景觀餐廳。 

2. 原 11 月 10 日例會配合扶輪家庭

活動變更時間、地點至 11 月 13

日上午 10:30 集合報到，11:00 參

觀山月吊橋、午餐及闖關體驗；地

點：太魯閣布洛灣遊憩區。 

社長報告～Ceiling 

 10 月 23 日的海崖谷活動感謝各位社

友、夫人及寶眷參與，但當天因為下

雨的關係，場地有稍嫌小了一點，在

此致上歉意。 

 關於剛聯誼報告，上週五晚上舉辦的

跳舞運動，除了讓大家一起來聯誼動

一動外，也希望透過這個活動，讓我

們在三港聯合例會時的聯歡晚會，能

有個表演的節目。 

 地區有成立扶少團委員會，今年活動

還蠻多，將舉辦微電影比賽，為此活

動也安排 11 月 13 日透過線上相見歡

的活動做個說明，已有請主委 Doson

邀請指導老師跟團員參與。本社也將

贊助此活動經費新台幣$3000 元。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本社本年度將推薦 3 位中華扶輪獎學

金學生，屆時也請各位社友支持，達

成捐款目標。 

節目時間～ 

題目：偏鄉孩童”課後照護班”及”教

育學習用品”贊助案 

主講人：台灣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處

長蕭文榮 先生 

詳細內容：(略)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44 人  

免計出席 4 人 

Young、

Telephone、
EN、Leo 

出席人數 23 人  

補 出 席 5 人 
Toein、Jason、
Lunch、Civil、
Bulega 

缺席人數 12 人 

Camera、
Elephant、
Mark、Afuku、

Yo chih、Luke、
Reg、King、A 
Ming、Jimi、

Kuber、Simon 

出 席 率 70% 

歡喜時間～代理 IPP Paint 

紅箱收入$23,600 元 

備註： 

1. 聯歡晚會抽中大獎 PP Genius 歡喜
$1,500 元；Borlin 歡喜$1,200 元； 

2. 統一歡喜【社長$1,200 元、社長當選
人及秘書$1,000 元、補出席及出席社
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例會翦影～ 

 
歡迎展望會東區辦事處貴賓及見習社友↑↓ 

 
 

國際扶輪一瞥 
(至 2021年 10月 18日止) 

 社員人數 社數 
扶輪社 1,196,404 36,922 
扶青社 227,177 10,609 
扶少團 383,479 16,673 
社區服
務團 

213,900 11,875 

～截錄台灣扶輪 2021.11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