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翦影～ 
寶眷聯誼—纖纖玉手&喚醒明眸養成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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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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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ry  

4. 扶輪知識時間—PP Toein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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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節目時間 

～學校體育班的近況—化仁國中校長梁仲志 先生 

7. 社友時間 

8. 出席報告－副主委 Teacher 

9. 歡喜時間－AN 

10. 社長鳴鐘閉會 

 

歡喜時間～ＡＮ 

紅箱收入$24,300元 

備註：統一歡喜【社長

$1,200元、社長當選人

$1,000元、秘書$800元、出

席社友各$500元、未出席社

友各$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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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 111年 11月 21日出版 第 46卷第 19期 

 

花蓮港區扶輪社 

生

日

快

樂 

～歡迎與會貴賓～ 

1. 化仁國中校長 梁仲志 先生 

2. 化仁國中教練 鍾柏揚 先生 

3. 見習社友 林俊忠 先生 

 



第 2380 次例會記要 

聯誼報告～Jerry 

 上週一 PP Bernard的 90大壽餐會場
面熱鬧，感謝各位社友及夫人的參
與，也感謝 PP Bernard宴請。 

 11月 9日 PP Bernard及 PP Ivan前
往蘇澳社擔任主講人，感謝當天一
同前往為 PP打氣的社友及夫人。 

 恭禧 PP Camera當阿公。 

 昨天 PP Telephone娶媳婦，感謝協
助接待的社友，也感謝社友及夫人
出席給予這對新人祝福。並恭禧 PP 

於 11月 11日前往圓山飯店接受內
政部長表揚(工商團體優良理監事)。 

 感謝 11月 11日前往參加地區寶眷
聯誼活動的夫人。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 

地區辦公室來函 

 202223065號函—本地區「2022-23 

地區成年禮」活動，請各社鼓勵青
少年踴躍參加並於 11月 30日前完
成報名。 

 活動時間：2023年 2月 11日上
午 10:00註冊聯誼  

 活動地點：宜蘭孔廟 

 參加對象：15-18歲之青少年。 

花蓮第一、二分區社長、秘書聯席會開

會通知 

1. 時間：12月 11日下午 6:00 

2. 地點：玉里蓮池坊 

3. 各社如有提案，請於 11月 23日前
提交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Win。 

社長報告～Noodles 

 感謝 11月 7日 PP Bernard壽宴各位

社友及夫人的熱情參與；也謝謝 11

月 9日一同前往蘇澳社的社友。 

 11月 13日 PP Telephone娶媳婦，
感謝負責招待的 6社友及前往車站
接 2位前總監的秘書。 

 11月 11月地區寶眷聯誼活動，當
天有 800多人參與，本社也在內人
的號召，共 8位夫人參加。 

 濟州社來函，12月將來訪問，稍後
再請國際主委報告。 

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Longer 

 PP Bernard 90歲壽宴活動將投稿總
監月刊，讓本地區扶輪社友了解他
對社會的貢獻及帶領港區社成為優
質社團。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Bulega 

 關於暖心熱水器計畫今天將送理事
會討論，首先感謝 Longer及
Woody支持，將以指定捐配合各 1

單位。 

 12月 18日本社捐血活動，各位 PP

及社友若欲贊助摸彩品，請連繫本
人，也感謝Woody用指定捐支持
30,000元及秘書贊助氣炸鍋 1台。 

 下週一化仁國中梁校長跟陽教練將
與會分享，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 

社員委員會主委～Bｏｒｌｉｎ 

 又有新的生力軍推薦人選—林俊忠
先生，是 PDG Young介紹，也請
稍後理監事支持。 

社友時間～ 

PP Ivan： 

 濟州社預計 12月 3日來訪，主要
是要邀請各位社友一起去參加他們
60週年授證典禮。 

 11月 9日謝謝蘇澳社 Lexus社長的
安排及 PP Clay招待住宿及用餐。 

AN：  

 41屆時 PP Genius送的那件背心，
目前統計有 9位社友沒有，社長已
找到廠商，也已採購。倘若有社友
遺失需要購買，一件$460元，也
請向執秘登記。 

PP Bernard： 

 11月 9日感謝社長及社友陪同到
蘇澳社，其實本人自從中風後，就
不在社裡演講，但這次因為蘇澳社
社長熱情邀請，一定要我跟 PP 

Ivan去，因此不得不去。 

 生日那天與各位分享的照片，是本
人去參加電通年賀會，共去 4次
【第 1次—日光高尾；第 2次—北
海道(日語歌＂知床旅情＂就是在
那時學的，因為當時在船上一直播
放)；第 3次—群山；第 4次—則
有到東京都的電通辦公室，電通辦
公室有三棟樓，樓下都租給百貨公
司，樓上才是辦公室，共有 6,000

個員工】。除了年賀會外，還曾參
加東南亞廣告會議：印度 2次、馬
來西亞 2次及新加坡 1次。 

PP Ｃｉｖｉｌ： 

 分享以前的經驗，每次到國外姐妹
社訪問都很好玩，每屆社長不一
樣，帶動的氣氛也不同。 

 本人之前接待的墨西哥交換生林家
恩將到東華大學唸語文班，11月
25日要入境，之後若有適合的扶
輪活動將帶他來參加。在參與
RYE交換後，還是會經常與國外
小孩連繫，在此鼓勵社友小孩有適
齡都要參加 RYE交換，社裡都會
傾力支持，相信今年的 Jeff也會收
穫很多。 

Ｂｕｌｅｇａ： 

 每次到蘇澳社開會，都感覺到他們
的熱情，那天更特別是他們每位社
友對 PP Bernard都很敬重。其實社

長也可以邀請他們社長帶領社友來
參與本社的例會。 

出席報告～PP Paint  

～例會翦影～ 

 
表揚第一季出席百分百↑↓ 

 

社員人數 48人  

免計出席 5人 

Young、
Telephone、EN、
Leo、Six 

出席人數 26人  

補 出 席 5人 

Camera、Toein、
Mark、Genius、
Curtain 

缺席人數 12人 

Engine、
Elephant、
Afuku、Yo chih、
Luke、Reg、
King、Jimi、
Kuber、Casa、
Woody、Turbo 

出 席 率 7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