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歡喜時間～AN 

紅箱收入$27,900 元；入社費$10,000 元 

備註： 

1. Kuber歡喜 2,000元(開心榮升店經理)； 

2. Simon 歡喜$1,000 元(歡迎生力軍)； 

3. 社長、社當、秘書及出席主委各糾察$500(出席率未達
70%)； 

4. 統一歡喜【社長$1,200 元、社長當選人$1,000 元、秘書
$800元、出席(含補)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各$600

元】。 

 

社員人數 48 人  

免計出席 4人 Young、Telephone、EN、Leo 

出席人數 28 人  

補 出 席 2人 Paint、Longer 

缺席人數 14 人 

Camera、Toein、Elephant、Afuku、Yo 

chih、Luke、Reg、Chili、King、Jimi、
Casa、Curtain、Woody、Turbo 

出 席 率 68.2% 

 

 

理事會名錄 

鄭宗治、汪譽正 
黃明健、吳國璽 
李昱 黃安宏 
陳勉志、林進鉎 
黃建華、黃明隆 
吳睿綸、蔡志鴻 
趙俊隆、謝伯林 
陳千傑、安偉業 
蕭毅群、林裕煌 
周國正、吳吉利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鄭宗治 
社長當選人 汪譽正 
副 社 長 吳國璽 
秘    書 黃明健 
財 務 長 黃安宏 
糾察主委 安偉業 
節目主委 陳千傑 
聯誼主委 吳睿綸 
出席主委 黃建華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汪譽正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趙俊隆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林進鉎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蔡志鴻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謝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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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ing 

1. 6:3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Jerry  

A. 頒發結婚週年及生日禮金 

B. 祝 PP Bernard 90 大壽生日快樂 

C. 聯誼報告 

3.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Window 
B. 社長報告－Noodles 
C. 各委員會報告 

4. 社友時間 
5. 出席報告－PP Paint 
6. 歡喜時間－AN 

7. 社長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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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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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區扶輪社 

♥ 永浴愛河 ♥ 
◎ PP EN伉儷～60/11/20  ◎ PP Lunch伉儷～80/11/20 

◎ A Ming伉儷～85/11/10  ◎ PP Elephant伉儷～87/11/7 

◎ Doson伉儷～100/11/13  ◎ Chili伉儷～102/11/30 

◎ Kuber伉儷～107/11/24 

♪ 生日快樂 ♪ 
◎ PP Bernard～11/10  ◎ PDG Young～11/12 ◎ Turbo～11/15 

◎ PP Camera夫人～11/15 ◎ PP Civil夫人～11/18  ◎ Reg～11/19 

◎ PDG Young夫人～11/23 ◎ PP Cab夫人～11/26  ◎ PP EN～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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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3７8 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Jerry 

 10月 30 日感謝 PP Benard、PP 

Hegar 伉儷及 PP Telephone、PP 

Toein 前往市立殯儀館送前社長 PP 

Tire 最後一程。 

 感謝社長及高爾夫球主委 10 月 28-

30日率本社高爾夫球隊到中部打
球，快樂出門、平安歸來。 

 恭禧 AN 夫人將於 11 月 19日展
店，店在福建街&自由街口，屆時
再請社友一同前往祝賀。 

 感謝上週例會 Borlin 社友的安排，
並貼心準備點心及伴手禮。 

 11月 3 日 Luke 及夫人競選總部要成
立，時間：上午 9:30；地點：吉安
寶雅對面，希望有空的社友一起前
往給予支持、贊聲。 

 例會後 Simon 為慶祝新社友 William

入社，請社友移駕到大紅蕃。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Ｗｉｎｄｏｗ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223056 號—公告 2025-26年
度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投
票結果。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會議
於 10月 21 日假大倉久和大飯店舉
行，業經審查會議投票未予通過，
另決議再次公開徵選並擇日再審。
為能拔擢優秀社友參與地區服務，
擬將推薦日期延至 12月 26日。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函知舉行授證 42週年
紀念慶典，敬邀鈞座蒞臨指導。  

 時間：111 年 12 月 6 日下午 5:30 

註冊聯誼、6:00 慶典開始。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菁英社來函，本地區總監 DG Paul

伉儷一行訂於 11月 16日蒞臨公式
訪問，敬邀鈞座及貴賓蒞臨指導。 

 時間：11 月 16 日下午 5:30用
餐、6:30 例會開始  

 地點：花蓮 F HOTEL 站前館。 

社長報告～Noodles 

 歡迎今天與會的貴賓~世界展望會
蕭處長、李主任及專員。 

 PP Telephone 公子大喜之日將近，
希望大家撥空參加，給予這對新人
最大的祝福。 

 恭禧 William 今天即將宣誓，成為
港區社一員。 

社友時間～ 

ＰＰ Ｂｅｒｎａｒｄ： 

 下週一將在福容飯店請大家吃飯，
雖說是做生日，但我生日已經過
了，所以就只是請各位社友與夫人
吃飯，也歡迎帶小扶輪一起來，不
要送東西，我都不收。 

Kuber： 

 很榮幸本人經過幾年的努力，晉升
一個里程碑，這在我們店真的是不
容易，因為我們店只有業務與店長
職位，這次主要是因為要擴二店，
之後將由本人擔任店長，因此如何
領導及管理還在學習中。 

ＡＮ： 

 上週前往中部打球的社友，如果需
要收據，再通知我。 

IPP Ceiling： 

 關於這次出外賽，第三天球賽在新
竹，因為風真的很大加上順風，開
到 310 碼。謝謝社長、主委、總幹
事及競賽組長的安排，節目好、吃
得好。另分享本人這次除了載 5組

球具還加 1 位重要的 PP，他一上
車說不到二句話，就開始打呼，本
人履試不爽，話說還蠻有趣的。 

ＰＰ Ｌｕｎｃｈ： 

 本社高爾夫球隊除了這次的出外賽
外，如果有機會將辦國外賽，另也
還有 2次出外賽。 

 從 12 月開始球隊擊球訓練時間(每
週二次)，球都由本人支持；明年 3

月開始加強練習時間(每天)，期將
總監盃的冠軍重新拿回來。 

PP Jason： 

 建議社當加入練球的行列，不然明
年打球就沒有福利了。 

節目時間～ 

花蓮港區扶輪社公益投入執行成果分

享及新公益需要提案    

～世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蕭文榮處長 

 

今天與其說是來報告，不如說是
來跟大家致謝與請安，從 107 年以
來，港區扶輪社的夥伴就陪著世界展
望會在花蓮各地服務，本人是花蓮土
生土長的子弟，也一起見證了貴社關
懷在地的鄉親，尤其是疫情以來，特
別不容易，百業中很多挑戰，還是願
意來投入關懷鄉親。 

詳細內容：(略) 

～例會&活動翦影～ 

 
歡迎貴賓 

 
新生力軍 William宣誓 

 
介紹人 Simon介紹生力軍 

 
11月 3日社長率社友及夫人前往為 Luke及

夫人加油打氣 
 



我的奮鬥史 

身為家中長子的我，出生於日據時代，當時物資缺乏、經
濟蕭條，任何人的生活都很苦，加上兵荒馬亂，常常要躲避空
襲，更是苦不堪言。記得當時上學是打著赤腳走路到學校，在
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都放棄求學或是家中無法供其繼續讀書而
輟學，但我則堅持繼續上學，唸了 5 年的小學，之後則遇空

襲，幾乎都在防空洞中度過，但仍然考上羅東初中，之後也奮力考上羅東高
中，並順利成為當時馬賽村 100餘戶中，第一位高中畢業生。因此，當時學校
校長希望我去擔任老師；漁會及農會也都希望我去服務，擔任職員及櫃員，但
本人最後選擇到碎石公司去學習經驗，也因此開始了一輩子與石頭解不開的關
係。 

但在我進入萬豐化工廠工作 3 年後竟然公司倒閉了！意想不到我的第一份
工作就遇到倒閉，但也讓我更加警惕，若將來要經營公司要更加小心，不按部
就班、實實在在的經營，公司將可能造成經營不善而面臨倒閉的命運。 

在萬豐公司時，由於工作關係，結識了不少壓製石粉相關公司的人，也因
此瞭解到石粉、石粒等製品皆使用稻草袋包裝運送，因此也開啟我的想法，開
始到處收購稻草袋，再賣給石粉及石粒工廠，在這買賣間加上辛勤工作，銷量
大增也賺不少錢，每月平均可淨賺一萬元，獲利算不錯。(當時一般人辛苦工作
也只領到 500元左右)就這樣在稻草袋生意做了 8 年，而在塑膠袋誕生後，稻草
袋的生意也就迅速沒落了。 

成功企業家的特質是不斷追求成長及突破，當然我也不因此自滿，很快的
與數位知己合資成立了現在＂立祥工業公司＂，從事石粉、石粒的製造，秉持
腳踏實地、勤儉堅持的原則，公司在大家胼手胝足、同心協力下，營運得相當
好，也有很好的獲利。 

就在立祥成立數年後，我的表哥 Marble 竭力邀我到花蓮投資他所成立的利
東工礦公司，出自於對表哥的信任及尊敬，我毅然決然的賣掉立祥公司一半的
股份，投入當時陷入危機的利東，換取百分之三十五股權。利東主要是在製造
石材及石板，當時因為自己沒有加工廠，必須到處請其他工廠幫忙鋸石材及加
工石板，還蠻辛苦的，但也還好立祥持續賺錢，我才能解決利東的財務危機。
而後又成立「利東大理石工廠」，專責石材、石板的切割加工，也因此不用再去
求人，加上當時和平港兩邊的岸壁需要用利東溪底的石頭，當時日本也開始盛
行買庭園造景石頭，因此利東的營運就漸漸上軌道並且開始獲利。 

更後來又因為對立祥生產石粉、石粒的瞭解和對市場需求的預期，所以又
成立了「和瑩碎石加工廠」，工廠直接設在礦場，並且提高品質、擴大市廠需求
和產品用途。供給化工使用，製造玻璃、碳酸鈣，甚至連造紙用的白化技術也
都用得到。由於公司重視商譽和信用且產品品質穩定，漸漸建立起良好的口
碑，因此一些大企業如：台塑、台玻等都採用我們公司的產品，總算努力和堅
持是有些許的代價，也甚感辛慰！ 

企業要永續經營，就要能因應環境與時勢的變化和市場的衝擊。這 20 年來
台灣經濟變化快速，有鑒於此，立祥工業公司的老戰友們，毅然決定到廣東東
莞設廠，成立了「立茂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時也多角化經營，併購一家在苗
栗三義的美商，成立「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因此我們才能比較安心。 

至於能成為台灣電通的股東也是基於對朋友的信賴。記得 34 年前，任職於
台灣廣告公司的胡同學告訴我台廣要改組，詢問我是否有意願投資？雖然我對
廣告方面一竅不通，但當時的想法，就是相信同學一定是出於為我著想，於是
準備了 100萬，心想這些錢就算是借同學不還都無所謂，更何況是投資。最
後，胡同學只要我投資 30萬，取得 15%的股權，沒想到就這樣成了第三大股
東。在民國 85 年，日本第一大廣告公司—日本電通來台與台灣廣告公司合併，
而成立台灣電通公司。當時胡同學問我要不要將股份賣掉，拿回本錢及數倍的
獲利，但我再次選擇信任同學，只告訴同學一句話：您賣我就賣，您留我就
留。結果胡同學續任董事長，因此我在台灣電通公司的股權為 8%(為台灣第三
大股東)，直到現在該公司仍是間獲利非常好的公司。 

而在事業有一些成就後，認為是應該「取之社會 用之社會」，所以在民國
66年與多位事業有成且理念相同的社會菁英創立「花蓮港區扶輪社」，期望透
過正統、行之有年的國際組織，去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如此才真正有意義且
可永續下去，確實達到服務之目的。 

之後在 3460地區廖泉生 Derma於總監任內要我輔導花蓮中區扶輪社，擔任
副總監特別代表，並且從 Derma總監手中得到一面金牌。花蓮中區扶輪社成立
後，本人持續參加他們的例會達到一年，所以現在該社的社友都很尊重我。 

38年前，謝文昌 Art 先生擔任總監(3460 地區)時，總監盃於花蓮舉行，那
次我打了 87桿，竟然得到冠軍，當時參加者只有 40幾位。所以花蓮地區扶輪
隊成立時，我被選為創隊隊長，至今也已 35屆了。 

花蓮港區扶輪社於 22、23屆間流失很多社員，因此在當時無人敢接社長情
況下，於是我再次站出來擔任社長，也開始召集年輕人加入，Ivan也是在當時
被召集入社的，因為他在大學念書時，也曾參加台中港區社舉辦的聯合例會 4
次，對扶輪社也有一些認識。後來也繼續召集許多年輕人陸續加入本社。 

本人在這 46年的扶輪社員期間，始終對教育特別關懷，累積捐獻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會用於優秀學子金額已超過 300 萬元以上，並於 3520地區前總監陳茂
仁先生手中接獲
鉅額捐獻社友
獎。 

從自身獨立
到卓越，然後推
己及人的回饋奉
獻，直到永續支
持。期望能借一點個人的生命歷程，引動社會向更美好的面向前進。 

 
蕭崎昌 

Bern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