歡喜時間～Bulega
拍賣收入$2,500 元；紅箱收入$26,100 元（現金$10,000 元）
備註：
1. PP Mark、Teacher、Esing 合計$10,000 元(歡喜三港拼酒大
賽贏得獎金)；
2. PP Eagle$2,000(歡迎新社友 Curtain)；
3. Longer$1,200 元(歡喜獲金質獎)；
4. PP Lunch$1,000 元(歡喜三港 Golf 獲第一名)；
5. Kuber$1,600 元(歡喜達成不可能的任務，１日三泡)；
6. 統一歡喜各$300 元。

～例會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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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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揚第一季出席百分百↑↓

社長拍得 PP Civil 出國帶回之紀念品

社長將紀念品送 PP Eagle

訊息------台北國際年會地主籌備委員會(HOC)主委謝三連前
國際扶輪理事 PRID Jackson 於 11 月 30 日接獲國際扶輪函件，
通知國際扶輪理事會已於 2021 年 11 月之理事會議決議暫定台
北為 2026 年 6 月 13-17 日扶輪國際年會的舉辦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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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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宗治
: 籃健銘
: 蕭毅群
: 趙俊隆

節目：副主委 Doson

1. 6:3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Window
A. 聯誼報告
♥ 永浴愛河 ♥
B.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 PP Telephone伉儷
3. 社長時間－由副社長主持
～70/12/13
A. 秘書報告－Jeff
◎ PP Engine伉儷～76/12/9
B. 代理社長報告—PP Jason
◎ IPP Paint伉儷～79/12/14
C. 各委員會報告
◎ Reg伉儷～82/12/25
4. 出席報告－Chili
◎ Luke伉儷～96/12/9
5. 歡喜時間－Bulega
6. 鳴鐘閉會－PP Jason
♪ 生日快樂 ♪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免計出席
出席人數
補 出 席

45 人
3人
30 人
2人

缺席人數

9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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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 席 率

四
大
考
驗

Young、EN、Leo
Engine、Mark
Camera、
Elephant、Afuku、
Yo chih、Luke、
Reg、King、A
Ming、Jimi
76.2%

◎ PP Morinaga夫人～12/5
◎ Teacher～12/5
◎ PP Bernard夫人～12/8
◎ PP Hegar～12/8
◎ PP Telephone夫人～12/10
◎ Noodles夫人～12/15
◎ PP Hegar夫人～12/20
◎ IPP Paint夫人～12/20
◎ PP Civil～12/21
◎ P. Ceiling～12/21
◎ Longer夫人～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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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0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三港聯合例會暨旅遊活動圓滿落
幕，感謝參與的社友及夫人，另更
感謝戰神：PP Mark、Teacher 及
Esing 代表社裡參加拼酒大賽，為社
裡贏得 1 萬元。
 恭禧 Longer 獲建築類最高殿堂的金
質獎。
 11 月 15 日新社友 Curtain 宣誓，
PP Eagle 到我家開心慶祝，歡喜
2,000 元。
 歡迎 PP Civil 凱旋歸國。
 新社友 Curtain 的夫人預產期將
近，稍早告知有陣痛情形，所以今
天不克出席例會。
 恭禧 Kuber 這個月冒 6 泡，更不簡
單的是一天冒 3 泡。
 桌上的喜帖是 PP Cab 於 12 月 19
日要娶媳婦，邀請大家一起去給他
熱鬧一下。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122039 號函—敬請各社社友
踴躍認捐年度計劃基金、永久基金
BNF、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 PHF、
保羅哈理斯協會會員 PHS、及巨額
捐獻者 Major Donor，並請各社配
合辦理認捐事宜。
 第 202122042 號函—函請各社參與
新北市政府環保局『耶誕環保挖寶
趣』二手物資跳蚤市場。也歡迎各
位社友提供義賣物資，並於 12/17
前回傳表單至扶輪公益網，以利彙
整後續行政工作。
 活動時間：110 年 12 月 25 日下

午２:00~７:00；
 活動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
場。
 第 202122043 號函—2022-23 年
度國際扶輪青少年長短期交換計
畫，申請截止日期延後至 12 月 10
日，請有欲申請的社友把握時間並
洽秘書處索取相關申請表格。
各社來函
 花蓮社來函，
1. 第 62 屆社員大會訂於 12 月 10
日中午 12:20；地點：花蓮翰品
酒店 B1 青嵐廳。
2. 原 12 月 24 日例會為配合舉行
2021 年歲末聯歡晚會，變更至
12 月 25 日下午 6:30；地點：花
蓮福容大飯店 2 樓。

社長報告～Ceiling
 11 月 18 日本社一行前往鳳林進行
捐助社團單位最後一個單位”世界
展望會”及前往關懷案家並捐贈行
動課書桌。感謝一同前往的社友：
PP Ivan、PP Lunch、社當、秘書、
Longer、Window、Jerry、
Bulega，及主委 Longer 請吃美味
午餐；PP Ivan 請吃三立冰品。這趟
行程關懷的案家生活條件普遍都不
太好，很高興我們可以參與，給予
一點點的幫忙。
 11/20-22 三港聯合例會，感謝各位
參與此次行程及表演的社友、夫
人，還有社當夫人在表演節目上的
打理，讓本社在當天獲得兄弟社好
評。主辦社也很用心，感謝 Puro 社
長送了好吃橘子及社長夫人用心準
備超難買的伴手禮＂生土司＂。
 歡迎 PP Civil 平安歸國，稍後請他分
享美國行，也感謝他帶回的紀念
品，讓我們可以拍賣。
 稍後要召開社務行政會議，請各位
社友撥空參與。

 下週一吉安社授證，本人要與幾位
輪值社友前往參加，當天也是本社
女賓夕，再麻煩副社長代理主持會
議。

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謝謝那天參與鳳林關懷行的社友，
支持這個計畫。

社友時間～
PP Bernard：
11/20-22 行程心得：
這次到台中參加三港聯合例會要感
謝聯誼 Window 安排參觀全隆氣密窗
及第二天又到日月潭涵碧樓用午餐並受
到全隆公司的招待。本人日月潭去過
5-6 次了，但涵碧樓是第一次去。
三港聯合例會活動，主辦社 Puro
社長安排得很好，先抵北港溪沙八渡假
村後，再到金都餐廳參加聯合例會。他
們很用心，規劃了抽獎活動(其中橋段
加碼 10 萬元，其實只有 2,000 元，趣
味十足)，隔天也一起到中興大學的惠
蓀林場踏青，之後則到牛耳藝術村享用
午宴，為這次的三港活動畫下句點。
要在此表揚一下社長，晚會中三社
的表演節目，本社的原住民舞蹈表演最
好，可以看出社長的用心安排，感謝社
長。記得社長在上任前說：不太會說
話，但本人覺得他現在很會講，這就是
訓練的結果。
PP Civil：
 本人是 0206 善款委員會的委員，
今天出席開會，會中初步之決議：
因為異地重建１坪大概 150,000
元，領補償金的大概 120,000 元左
右，因此建議滾動性的修正，所以
可能社裡還會有一筆補償金。
 分享美國行：

這次到美國是自由行，很輕
鬆。前後去了 28 天左右，幾乎都在
打球，美國都是公用球場，打球很
便宜 30-40 美金，租車 10 美金，
每個球場都比花蓮球場漂亮。
去程搭乘直飛班機到紐約，抵
達時是晚上 11:00 多，就直接到時
代廣場，那裡現在很蕭條，只剩遊
民，所以在電視牆拍個照就離開
了。
也到 911 的遺址參觀(中間有一
條哈德遜河，很多故事)、華爾街(到
那都要去摸牛)、坐船到自由女神像
(女神像其實很小)。之後，一路開車
從紐約到俄亥俄州，我們住在萊特派特森空軍基地附近，也到亞特蘭
大，參觀水族館(館裡有一條鯨鯊是
花蓮載去的)及可口可樂公司，然後
到芝加哥再到洛杉磯，延著太平洋
沿岸，最後一天去看 NBA，真得很
精彩，當進球時大家都會開心的擁
抱，熱鬧滾滾(所以喜歡 NBA 一定
要去現場)。
最後感想＂美國是墮落國家
＂，還是覺得台灣最好。
在防疫上的分享：在美國公共
場所室外都不戴口罩，室內約 8 成
會戴。那裡打疫苗也都不用錢，到
處可以打 (藥局、路上也有)。而本
人在要回台灣前又在那裡打第三劑
莫德納。

～活動翦影～

Morinaga 夫人生日快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