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第 3490 地區羅東中區扶輪社 
   2013～2014 年度社員大會暨第 1054 次例會 

 
 時 間： 102 年 12 月 10 日（星期二）下午 6 點 
 地  點 : 社館 
 主  席 : 陳貴逢社長 
 紀  錄 : 林國和秘書 
一、鳴鐘宣布開會： 

本社全體社員 45 名，目前實到  39   名，已達法定人數，請社長鳴鐘宣布會議正式開始。 
二、唱扶輪頌 
三、確認本次會議議程 : 
四、主席致詞： 
五、五大主委工作報告：附上工作報告書 
六、討論提案: 
案一、羅東中區扶輪社管理基金報告案 
      說明：本社管理基金日前定期存款有 40 萬元，活期存款至 12/5 日止有 619,827 元(含

2012-13 年度結餘款 440,417 元)。 
      決議: 照案通過 
案二、 請討論增加桌球隊案 

       說明: 為增進與社友間聯誼建立扶輪大家庭之關懷，及推動休閒活動，特建議增加桌球隊。 
決議：  

案三、請討論結交日本扶輪社為友好或姐妹社 
      說明:9 月份理事會通過委由林茂長前社長了解濱湖扶輪社概況後，再提經社員大會討論。 

        決議: 
七、臨時動議:  
八、選舉 
1.選舉 2014-2015 年度職員及理事 
       理事(黃色選票)共計 15 名(含當然理事) 

 職員(粉紅色選票)—包括 2014-2015 年度社長【圈選代號 1】、社長當選人【圈選代號 2】、
副社長【圈選代號 3】、共計 3 名。 

       請派舉發票人、唱票員、計票人 
宣布選舉結果 
2014～2015 年度社長致謝詞 
2014～2015 年度社長提名秘書、財務 

九、例會開始社長致詞 
十、秘書報告 
十一、聯誼活動 
十二、糾察活動 
十三、出席報告 
十四、例會結束                   扶輪知識  （社員大會） 
對扶輪社員而言，每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召開社員大會選舉下年度職員及理事。依據模範扶輪
章程細則規定，各社選舉職員之社員大會必須在 12 月 31 日前舉行。提到選舉，新社友或許
會以其他團體的激烈競爭來增加想像空間，但絕大多數的扶輪社選舉皆是和諧而圓滿的。尤
其是社長的選舉，在扶輪社設置社長當選人制度下，「社長」的當選只是順理成章，眾望所



歸的。社員大會另有一重大功能，即修改本社章程細則等，皆須提請社員大會通過。 

2013-2014 年度上半年度各項服務活動工作報告 

    

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方錦龍 
 (1) 7 月 2 日：新年度第一次例會暨女賓夕聯誼。  

(2)7 月 9 日例會邀請黎明通訊行陳大千先生、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林信華
院長、有寓塑膠廠陳紘寓先生、張天師道慈會正一道場李文貴先生蒂芬妮精品婚
紗方慶麟先生、誠偉外勞仲介蘇建達先生、永慶不動產羅東光榮站郭星乃小姐、
前百福扶輪社社友 P.P.Amy、Garce、Spring 蒞臨本社例會。前社長林志維專題
演講: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3)7 月 9 日 2012-13 年度暨 2013-14 年度新舊任理事聯席會議 
(4)7/16 日下午 6:30 分假社館召開臨時社員大會 
(5)8/1 吳維豐地區總監伉儷及團隊各友社領導人蒞臨金門餐廳舉行三代同堂四社聯

合例會暨公式訪問 
(6)宜蘭縣第一、二分區第一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訂於 8 月 3 日(星期六)下午 4:00

假蘇澳扶輪社社館舉行，會後席設南方澳豆腐岬 17 海鮮餐廳餐敘聯誼。 
(7)7 月 23 日上佶集團總經理劉燦鴻先生、誠偉外勞仲介蘇建達先生、永慶不動產
羅東光榮站郭星乃小姐蒞臨，節目邀請王信庸前社長蒞臨專題演講 

(8)2013-14 年度社內高爾夫球研習營活動將於 8 月 4 日正式開打。  
(9)本社與母社羅東東區扶輪社訂於8月15日下午2點30分起假社館1樓聯合舉行拜拜  
(10)內輪會聯誼活動訂於 8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 12 點假員山鄉八甲路 15 之 1 號 

『勝洋休閒農場』舉行 
(11)8 月 20 日新社友林信華 Hubert 蒞臨專題演講.  

       (12)輪值由宜蘭社承辦「週二社聯合例會」訂於 9月 3日（二）下午 6:00註冊聯誼『6
點 30』假口香亭餐廳舉行，有寓塑膠廠陳紘寓伉儷蒞臨週二社三社聯合例會 

(13)9/10 搬入新社館 
       (14)9月17日邀請羅東國小校長 劉珀仱 來社專題演講 
         (15)10月1日邀請羅東扶輪社社長當選人陳正吉來社專題演講 
         (16)10月18日與兄弟社中和東區社假海霸王餐廳舉行聯合例會 
             10/16 日(星期三)下午 1 點假羅東高工第一會議室舉行扶少團成立彩排活動 
         (17)10月23日新社館正式啟用成立大會 
         (18)11月1日宜蘭縣分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下午4:30分假礁溪金樽餐廳舉行。 
       (19)11 月 10 日宜蘭縣第一、二分區 11 社聯合例會輪值由本社承辦，18:00 假金門

餐廳舉行。例會節目邀請佛光大學社會科學暨管理學院 林信華院長專題演講  
          (20) 11月5日(星期二)例會節目邀請劉雲卿老師 
        (21)內輪會活動~棉紙撕畫教學活動 
        (22)11/19 下午 6:30 分羅東金樽餐廳與東光國中共同舉行羅文寶前社長當選家長會

長交接典禮合併例會  



(23)12月3日例會節目邀請張木村老師專題演講 
(24)12 月內輪會活動~押花教學 
(25)內輪會活動~新春插花活動 

       
社員委員會：徐德忠 
(1) 鼓勵社友達成社員淨成長的目標，2013-14 年度 7 月理事通過寶眷入社成員 15 推薦女

性社員加入扶輪，7 月 1 日前社長陳淑暖 P.P.Suosan 回來扶輪大家庭。 
 (2)8 月 1 日新社友林信華、蘇建達二位宣誓。 
 (3) 8 月 23〜25 日(星期五～日)三天二夜高雄、台南三日遊旅，安排扶輪家庭聯誼。 
 (4)10 月 1 日新社友陳紘寓入社宣誓 
 (5)9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6 點假冬山鄉丸山路庭緣休閒農場舉辦中秋聯誼餐會暨大型爐邊會， 

並頒發小扶輪金榜題名獎勵金。 
 ( 6)12 月 28 日跨年暨第二組爐邊會假藏之田餐廳舉行 
 
公共形象委員會:陳俊雄 
(1)3490 地區網站及社群網站(fb)之運用，適時宣傳本社各項活動，促進社區與國際間的認識，

達成扶輪公共關係的目的。 
(2):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3~2014 年度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訂於 7月27日（星期六）

13:30~18:20 假麗寶百貨 9 樓囍宴軒(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 號 9 樓)。舉行 
(3)2013-14 年度的扶輪公共形象扶輪看板(主題:人道關懷-根除世界小兒麻痺的目標只差這

一小段距離-)架設於羅東鎮公所前右方立體停車場中興路口。 
(4)10 月 23 日羅東高工扶少團成立，電視媒體報導。 
 
服務計畫委員會:蔡週津 
(1) 參與地區 WCS”越南貧童醫療矯治計畫贊助二萬元費用 
(2) 7 月 16 日例會節目：社友戴謙宇 Ritz 職業漫談。 
(3) 10/8 社友陳紘寓 Rich 職業漫談 
(4)10 月 18 日與中和東區社安排職業參訪活動假花博公園爭艷館第十八回華風盆栽精品展參觀。 
(5)宜蘭縣分區 11 扶輪社共同舉辦之「扶輪盃三對三鬥牛賽暨趣味PK 賽」假10/20日上午9 

點假國立羅東高級商業職業學校體育館舉行。本社贊助經費一萬元 
(6) 宜蘭縣分區 11 社共同投入濟助關懷弱勢家庭繳納積欠健保費計畫，以協助渡過難關，本

社贊助費用一萬伍仟元。 
(7)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11社共同服務案~舉辦寒溪部落青少年夜間陪讀計畫，本社贊助經費一萬元。 
(8) 國際扶輪3490地區年度大行慈善音樂會將於2013年11月16日(星期四)下午七時於新北市

市民廣場盛大開演，本社贊助一萬元經費。 
(9) 本社11月23-24配合地區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之青少年領袖獎訓練營活動。社長公子

陳星豪、C.P.Kiwi公子林原駿、Metal千金張佩怡、Human公子蘇尉愷代長參加。 
(10)綠化環境活動訂於11月24日(星期日)上午9點30假羅莊社區活動中心舉行。  



(11)12/21扶輪愛心捐血活動-輪值由本社承辦宜蘭縣第二分區五社聯合舉辦的「扶輪愛心捐血
活動」（星期六）8:30-16:00在羅東民眾服務站舉行。 

(12)由宜蘭縣 11 社共同社區服務捐贈宜蘭縣蘭陽救援協會救災沙灘車淨灘及落水者急難沙     
灘車救援演練活動，訂於 12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9:30 分至 11:30 分假壯圍鄉公館海灘（現
場有指示牌引導前往）近公館國小海邊舉行，本社贊助一萬伍仟元 

(13)12/25 由本社及中和東區兄弟社聯合主辦之社區服務～捐贈聖嘉民啟智中心設備修缮基
金及羅東國小舉行義賣跳蚤市場活動，訂於 12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8:30-11:30 分假
羅東國小舉行                            

(14)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本社今年有三位社友已完成認捐。 
(15)兄弟社中和東區扶輪社社友劉昌商 Cool 訂於 7/30(星期二)上午 11:00 桃園球場舉辦一桿

進洞邀請賽。 
(16)兄弟社中和東區扶輪社高爾夫球主委陳金水P.P.Auther邀約新年度第一場球訂於 7月 11

日(星期四)上午 11:00 集合 11:30 開球假林口球場舉行、 
(17)中和東區扶輪社邀約國外打球，訂於 9 月 7-11 日山東煙台威海 5 天 4 場球。 
(18)兄弟盃高爾夫球聯誼賽訂於 12 月 16 日（星期一）假大溪鴻禧球場舉行。 
(19)配合地區青少年交換，每一社友每年分攤金額新台幣 200 元，本社今年度推薦派遣四位

學生，已合格備取。 
(20)10 月 23 日(星期三)由本社輔導的羅東高工扶少團正式成立大會。 
(21) 雪梨國際年會 2014年6月1日至4日舉行，本社已報名二名參加 
 
扶輪基金委員會: 羅文寶 
(1)8 月 10 日地區扶輪基金研討會(星期六)上午 10 點假劍潭活動中心舉行 
(2) 宜蘭縣一、二分區協助配合國際扶輪3500地區2013環島鐵騎、參與扶輪、根除小兒麻痺

計畫訂於 102年8月9日(星期五)上午11點宜蘭縣政府廣場舉行。 
(3)宜蘭縣第二分區五社地區獎助金「醫院志工訓練計畫執行」--預立醫療自主計畫專業人員

訓練基礎課程，102 年 11 月 30 日(星期六)8:00~17:30 在羅東聖母醫院 11 樓大禮堂舉行 
(4)2013-2014年度保羅哈里斯捐獻社友:社長Coffee、P.P.Steel、P.P.Bob、Gorden、Jeff、Pallet 
(5)中華扶輪基金捐獻社友：社長當選人 David、P.P.Star、P.P.Suosan  
 

社務報告 
秘書:林國和 P.P.Happy 

今日年度社員大會將要選舉出 2014-15 年度
職員暨理事，於今晚例會前召開，感謝全體
社友撥冗出席，讓會議能順利進行。 
謝啟～～ 

※感謝王信庸前社長 P.P.Steel 贊助新社館

成立二萬元。 
第二組大爐邊名單 

爐主:陳俊雄(恕略敬稱) 
組員:陳正居、蔡週津、龐志文、羅文寶、黃
泯中、陳秋文、熊兆周、黃過枝、張勝鈞 

 
第三組大爐邊名單 



爐主:陳中和(恕略敬稱) 
組員:李瑞南、黃適超、戴謙宇、蘇建達、林
育新、陸文芳、張文士、林信華、陳錦清、
薛文超 

 
【12/22 日 11 社聯合服務】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 11 社聯合服務~捐贈
宜蘭縣蘭陽救援協會救災沙灘車淨灘及落水
者急難沙灘車救援演練活動，訂於 12 月 22
日(星期日)上午 9:30 分至 11:30 分假壯圍鄉
公館海灘（現場有指示牌引導前往）近公館
國小海邊舉行，歡迎社友參加。 
 
 

 

【12/22 與特友會交接合併舉行】 

本社蘇建達社友Human訂於12月22日(星期
日)下午6:30分假羅東龍園會館舉行四維青商
OB特友會交接，12月17日(星期二)例會延後
合併舉行，敬請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12/20 前請各位社友提供二樣

物品，12/25 與中和東區兄弟社聯

合社區服務～羅東聖嘉民啟智中心
捐贈儀式暨羅東國小跳蚤市場義賣

活動】 

由本社及中和東區兄弟社聯合主辦之社區服
務～捐贈聖嘉民啟智中心設備修缮基金及羅
東國小舉行義賣跳蚤市場活動，訂於 12 月
25 日（星期三）上午 8:30-11:30 分假羅東國
小舉行，學校有提供二個義賣攤位。十二月
理事會決議請各位社友於 12/20 前每人捐贈
二樣物品以上送到社館，義賣所得捐贈學校
及公益團體，並於當天與中和東區社共同捐

贈聖喜民啟智中心舉行捐贈儀式。 
 

 

邀請夫人協助義賣活動 

 
      
 
 
【內輪會～邀請社友共同寫春聯】 

本社內輪會活動訂於 12/4、12/11 下午 2 點
假羅東國小自然教室邀請張木村老師教寫春
聯，歡迎社友寶眷大家一起來，感謝社友游
明耀提供材料。 
 
【內輪會～押花活動】 

本社內輪會活動訂於 12/17、12/24、12/31(星
期二)下午 2點-4點邀請林佩珊老師指導夫人
押花教學，社補助參加夫人每人 500 元材料
費，請各位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內輪會～插花活動】 

新春插花活動訂於 103 年 1 月 28 日(星期二)
下午 1:30 點假社館舉行，邀請林佩珊老師指
導，花材花器自費，歡迎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12/28 跨年晚會活動】 

本社訂於 102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六時假藏之田料理屋舉行跨年晚會暨卡拉 ok
大歡唱活動。晚會中將頒發上半年度紅箱捐
獻獎及 100﹪出席獎，歡迎社友闔家蒞臨同樂，
該活動與第二組大爐邊合併舉行。 
爐 主：陳俊雄(恕略敬稱) 
組 員: 陳正居、蔡週津、龐志文、羅文寶、
黃泯中、陳秋文、熊兆周、黃過枝、張勝
鈞 

※紅箱捐獻前六名獎: (恕略敬稱) 

原訂 12 月 17 日(星期二)

例會延後合併舉行 

原訂 12 月 24 日(星期二)

例會延後合併舉行 



陳貴逢（禮讓）林志維、黃泯中、林國和、
李瑞南、王信庸、羅文寶、 

※百分百社友:(恕略敬稱) 

羅文寶、蔡週津、陳貴逢、徐德忠、李瑞南、林
國和、黃泯中、林志維、廖實賢、陳中和、陳秋
文、黃過枝、陳淑暖、林茂長、王信庸、陳俊雄、
張勝鈞等17位 
 
 
 
 
12/1 召開一月理事會 
103 年 1 月份理事會訂於 12/31 日(星期二)
下午 6 點假藏之田餐廳舉行，社友如有提案
請以書面送交秘書處彙整。屆時請各理事踴
躍出席參加。 
 
 
 
【12/21 扶輪愛心捐血活動】 
輪值由本社承辦宜蘭縣第二分區五社聯合舉
辦的「扶輪愛心捐血活動」訂於12月21日（六）
8:30-16:00在羅東民眾服務站舉行，捐血
250cc 即贈送電影票1 張，預定募集血量
300 袋，歡迎大家踴躍參加；扶輪領導人合
影時間為當天上午9 時整。 
請活動組組員: 
羅文寶、徐德忠、方錦龍、吳美惠、游明耀、
蘇建達、協助配合參加 
佈置組組員: 
林群峰、林國和、陳正居、李錫欽、陳中和、
張勝鈞、陳紘寓、李秉豐、協助配合參加 
 
【11月是扶輪基金月】 

2013-2014年度扶輪基金捐獻已開繳囉!敬請
各位扶輪捐獻人儘快繳納，以利收齊統一購
買美金匯票，謝謝大家。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每位新台幣10,000元 

保羅.哈里斯之友～每位美金1,000元(社友
繳納新台幣20,000元，差額由社補助) 

中華扶輪基金捐獻社友： 
社長當選人David、P.P.Star、P.P.Suosan 
保羅哈里斯捐獻社友:社長 Coffee、
P.P.Steel、P.P.Bob、Gorden、Jeff、Pallet 
已繳費社友:P.P.Star 、Jeff、P.P.Bob、
P.P.Steel、P.P.Suosan 

聯誼報告 
          聯誼主委:李秉豐 Pallet 
【請社友儘快預約拍攝】 

※【愛你一生一世沙龍照】，懇請社友儘早提
前預約拍攝 ，留下美好的回憶，拍照地點; 
蒂芬妮精品婚紗，羅東倉前路 40 號 
約電話:9562938   

※拍攝截止時間: 至 12 月底，請社友把握機
會，沒有在時間內前往拍攝的社友，將補
發北海道烘焙禮劵 800 元。 

 
         兄弟社訊息 
 

【兄弟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時間：102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11:00

集合，11:36 開球  
地點：大溪鴻禧球場(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

新路 168 號)歡迎社友踴躍報名。 
已報名社友:(恕略敬稱) 
羅文寶、方錦龍、林國和、林群峰、李瑞南、
徐德忠及夫人、林志維、李秉豐及夫人、廖
實賢及夫人、黃建芳、游明耀及夫人、張勝
鈞等 16 位 
 

友社社訊 
 
※宜蘭西區扶輪授證 29 週年授證慶典時間 
訂於 12 月 15 日（星期日）下午 5:30 註冊 
聯誼、6:00 準時開會地點假礁溪鄉長榮鳳
凰酒店長榮廳舉行。 

原訂 12 月 31 日(星期二)

例會提前合併舉行 



※蘇澳扶輪社訂於12月25日（星期三）18:30
於社館召開2013-14年度社員行政會議。會
中並將舉行2014-15年度社長、副社長暨職
員選舉事宜。 

※礁溪扶輪社訂於 12 月 26 日（星期四）下
午 6 時 30 分假礁溪社館舉行 2013-2014
年度社員大會，並選舉 2014-2015 年度理
監事及理事長。 

※礁溪扶輪社社長何國泓訂於12月28日(星
期六)中午12點假礁溪長榮鳳凰酒店長榮
廳為公子佳強與維琪小姐舉行文定之喜暨
結婚慶典。 

 
地區消息 

 
【2013-14 年度地區 RYE 聖誕愛

心捐血送暖活動】 
活動時間：100年12月21日 【星期六】 
活動地點：板橋火車站、板橋高級中學 
參加對象【以今年度接待及2014-15 年度派
遣人員為主】： 
（一）務必參加：RYE Inbound 及合格備取生。 
（二）歡迎參加：3490 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

會委員、Inbound 接待家長、合格備取
生家長，及3490 地區全體社友。 

付費與報名方式 
（一）活動費用：NT$ 1,000/人 
（二）免收費用：Inbound 學生、合格備取

生、Rotex、Rebound 
（三）付費參加：3490 地區青年交換委員會

委員、Inbound 接待家長、合格備取
生家長、3490地區全體社友。 

（四）報名表收件／費截止日期：2013 年12 
月13 日（星期五），社友由各社統一
繳交報名表及報名費，Rotex/Rebound 
由Rotex 會長統一報名。 

（五）交換禮物：Inbound、合格備取生、Rotex、

Rebound 自備200 元以上禮物互換。 
（六）服裝：Inbound 及合格備取生服裝穿

著原則以展現母國風俗文化為主。 
 
 
12/3 紅箱報告 
姓名 金額 姓名 金額 

Coffee 2,000 Metal 1,000 
Happy 1,200 Pallet 2,000 
Beauty 1,000 Porcelain 1,000 

Bob 2,000 Rich 1,000 
Crayon 1,000 Sang 1,000 
Doctor 1,000 Suosan 1,000 
Farmer 1,000 Smile 1,000 
Hubert 1,000 Star 1,000 
Human 1,000 Steel 1,200 

Jeff 1,000 Tech 1,000 
Medicine 1,000 合計 24,400 
其他社友紅箱每人 500 元*24 位計 12,000
元 ,本期紅箱 36,400 元 , 累計紅箱總計
719,900 元 
 
12/3 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李瑞南 P.P.Good 

社友人數: 45 人 
出    席: 27 人 
補 出 席: Beauty、David、Doctor、

Pallet、Nick、
P.P.Tennis、.P.P.Suosan 

缺    席:Bakery 、Ben、Banker、
Gorden、Hubert、Jason、
Joe、Michael、、Otoro、Ritz、
Vicent 

出 席 率:75.55% 
 

 
今晚例會餐敘在社館享用 
美味便當

                


	對扶輪社員而言，每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召開社員大會選舉下年度職員及理事。依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定，各社選舉職員之社員大會必須在12月31日前舉行。提到選舉，新社友或許會以其他團體的激烈競爭來增加想像空間，但絕大多數的扶輪社選舉皆是和諧而圓滿的。尤其是社長的選舉，在扶輪社設置社長當選人制度下，「社長」的當選只是順理成章，眾望所歸的。社員大會另有一重大功能，即修改本社章程細則等，皆須提請社員大會通過。
	※宜蘭西區扶輪授證29週年授證慶典時間
	訂於12月15日（星期日）下午5:30註冊
	聯誼、6:00準時開會地點假礁溪鄉長榮鳳凰酒店長榮廳舉行。
	※礁溪扶輪社訂於12月26日（星期四）下午6時30分假礁溪社館舉行2013-2014年度社員大會，並選舉2014-2015年度理監事及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