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輪知識
扶輪徽之專用權
(1) 國際扶輪已就扶輪徽為智慧標誌之登記，為國際扶輪之智慧財
產權，不得任意使用。
(2) 依據國際扶輪章程第十三章之規定，扶輪社員授予佩帶扶輪徽
章之權，在其個人所使用之物品，均可使用扶輪徽，但不得做
為任何商業目的之使用。
(3) 扶輪社員佩帶扶輪徽，說是對外表示自己是扶輪社員，毋寧說
是對於自己之警惕。亦即自己所作所為應符合職業道德、扶輪
精神及四大考驗等扶輪的原則。
(4) 扶輪社員所做所為一方面要求自己達到扶輪之標準，一方面不
可做出傷害扶輪的行為。例如做生意不誠實，或自家用車貼扶
輪徽，違反交通規則，闖紅燈或被拖吊車拖吊，一路看到被拖
吊的是扶輪社員的車子，有損扶輪形象。
(5) 扶輪社員不是靠扶輪社提高自己的聲望，而是扶輪社靠扶輪社
員提高扶輪社的聲望。
(6) 扶輪社員應互相鼓勵彼此教育，主要乃靠自己的修養。要達到
每一社員都具有扶輪精神以扶輪的方法做人做事，扶輪的目的
也在此。

社務行政會議
一、參加人員：全體社員
二、主持人：社長或指派之職員
三、討論相關議題：服務計劃與活動、社員教育、社員成長與保留
社員策略、扶輪計劃、公開論壇
四、召開時機
1. 地區講習會後，由社長當選人主持（檢討與討論講習會之
建議及國際扶輪主題、討論與通過全年之活動）。
2. 公式訪問前 2 個星期（為公式訪問做好準備，準備提出之
疑議或問題，及需要協助及解決之事項）。
3. 公式訪問期間（與地區總監討論扶輪社狀況，及提出之疑
議或問題，及需要協助及解決之事項）。
4. 扶輪年度的中點(1-2 月)(檢討扶輪社達成目標的進度，決
定尚待完成的計劃)。
5. 地區年會後（地區年會中所獲得的構想與建議，充實及完
成扶輪社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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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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友宣誓
社友時間
出席報告－Chili
歡喜時間－Bule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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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新生力軍～吳少宇 Curtain
服務機構：安宇織品 負責人
職業分類：窗簾傢飾
生
連絡電話：(M)0937-908711
通 訊 處：花蓮縣吉安鄉建國路二段 22 號
推 薦 人：黃明健 Window

四
大
考
驗

日：7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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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7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副主委 IPP Paint
 歡迎吳少宇先生今天第４次見習，
下禮拜就可以宣誓了。
 關於三港聯合例會，主辦社台中港
區社通知，目前例會地點因為參加
人數踴躍，因此更改至金都餐廳；
而隔天的餐敘也變動至牛耳餐廳。

社長時間～
社長報告～Ceiling
 三港聯合例會的聯歡晚會，本社目
前有規劃一表演節目，目前參與的
人數還差幾位，希望年輕社友支
持，而本週將在 11 月 12 日晚上練
習。
 關於剛聯誼提到，三港聯合例會地
點更改，稍早已有致電 Puro 社長，
主要是因為報名踴躍，原沙八渡假
村無法容納那麼多人，所以開會才
移至金都餐廳。因為本社的表演是
舞蹈，因此有請他們回覆舞台尺寸
資料。
 11 月 13 日扶少團線上相見歡的活
動目前本社參與的社友：本人、社
當、秘書、服務計畫主委 Longer、
保姆 Doson 及 PP Elephant，在此
也邀請各位 PP 及社友一同參與。
 贊助花蓮社福單位活動，最後一個
單位—展望會，將安排在 11 月 18
日前往訪視，詳細的時程確定，再
po 給大家，也邀請大家一起參與。
 昨天本社第一次球隊球敘後餐敘，
有用餐感覺更不一樣，本人認為偶
爾也可以邀請沒有打球的社友一起
參與。
 疫情漸漸趨緩，防疫也漸漸放寛，
下個月將邀請爐邊會組長討論相關

活動。
 天氣變冷了，大家外出要多加件衣
服。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本社今年推薦３位中華扶輪受獎
生，首先感謝 PP Bernard 及 PP
Young 各捐獻$150,000 元冠名 1 位
碩士生。稍後歡喜時間本人自願捧
紅箱，希望將我們的目標達成。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11 月 18 日展望會執行訪視活動，
待確定詳細行程，再跟大家報告。
 芥菜種會寄了一本書及感謝函，書
是介紹孫里蓮宣教士，一個小婦人
有最大的信心，設立「芥菜種會」
，
相信各位看完口袋會更寛、收穫更
多，他們跟我們的互動很好，我們
的贊助，讓他們很高興，並也帶給
本社正面的宣傳效果。

社友時間～
Simon：
 接到榮民服務處主任邀請，本人也
將此訊息分享給各位，能共同參
與，11 月 24 日下午邀請參加榮民
之家創立 68 年敬老活動。
PP Hegar：
 針對臨時提案的計畫，本社之慣
例，提案人需負擔經費一半，另一
半則從社裡預算。提案人雖將此榮
譽給社裡，但一樣要經過理事會同
意。
Kuber：
 前幾天去上房仲經營管理師的課
程，有一個講師分享了一個案例，
有個詐騙集團很厲害，在社區租了
高檔華廈，假裝是屋主跟仲介說要
賣房子，而且用低於市價的價錢，

所以很快找到客人，並要求仲介用
他們的代書且不繳旅保，因便宜有
利可圖，所以仲介就信了，一切文
件都是造假，因此仲介被騙了３
成，假屋主也就消失。在買賣的過
程看到權狀是無法辨認真偽，所以
一定要用自己的特約代書，而且錢
一定要進履約保證專戶。

PP Mark：
 今年覺得流年不利，疫情影響各行
各業，本人也受到影響。昨天本來
打球很快樂，但吃飯時不小心撞到
Porsche 車的門，損失慘重，還好
有保險。
 見習社友吳少宇是舊識，也是青商
會的會友，下次例會就要宣誓了，
以後要坐台前就要等當秘書、社長
才有機會了。

出席報告～代理 Esing
社員人數

4人

出席人數

27 人

補 出 席

4人

缺席人數

9人

Engine、Genius、
Window、Marlon
Camera、Toein、
Elephant、Civil、
Afuku、Yo chih、
Luke、Reg、King
77.5%

感謝各位社友支持
(新台幣)

30,000
20,000
10,000

3,000

合計

專款專用（中華扶輪個別捐款—用
於中華扶輪獎學生獎學金）

～活動翦影～

Young、
Telephone、EN、
Leo

歡喜時間～Bulega
IOU 金額

5,000

44 人

免計出席

出 席 率

9,000

Telephone、PP Yo chih、
Reg、Chili
Bulega
PP Camera、PP Toein、
PP Jason、PP Lunch、PP
Civil、PP Afuku、IPP
Paint、Noodles、
Doson、King、A Ming
PP Six、PP Engine、PP
Mark、PP Genius、PP
Eagle、Jeff、Window、
Marlon、Jerry、Jimi、
Teacher、Borlin、AN、
Kuber、Simon、Esing、
Casa
$255,000

社名
PP Ivan
PP Leo、Ceiling、Longer
PP Hegar、PP

11/13 參與扶少團”地區線上相見歡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