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月第 1、2、4 週 星期五中午 12:20 
例會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Chateau de Chine Hualien 
通 訊 處：970064 花蓮市中美路 115 巷 8 號 1 樓 

TEL：03-8226006 
E-mail：hlrc@ms68.hinet.net 
URL：https://www.hl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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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邱錫樑 行政管理主委&2022-2023年度社長當選人/任聿新 
秘書/楊代雲 社員主委/黃啟嘉      服務計畫主委/陳毅夫 
財務/朱文慶 扶輪基金主委/陳喜泉    公共形象主委/陳義河 
糾察/莊順德 聯誼/王茂恭 節目/龔逸明 出席/邱昭呈 社刊/林東成 

 

今日例會節目 

5 月 13 日(星期五)第 3078 次例會  

時間：12:50 上線報到、13:00-14:00 視訊會議 

地點：視訊軟體-Line 會議室 

例會後召開本社 5 月份理監事會-視訊會議。 

應出席人員/全體理監事(恕略敬稱)： 

邱錫樑、楊代雲、朱文慶、鍾政昌、任聿新、

黃啟嘉、陳喜泉、張照信、陳義河、陳毅夫、

王茂恭、莊順德、賴淳良、龔逸明。 

 

下次例會預告 

5 月 27 日(星期五)第 3079 次例會  

時間：12:50 上線報到、13:00-14:00 視訊會議 

地點：視訊軟體 Line 會議室 

節目：五月份社務行政會議／PE Rush 主持 

 

【秘書報告】 
1. 開會通知：花蓮第一、二分區2021-22年度第

7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議由菁英社、華東社及東

海岸社值東，2022-23年度第1次社長秘書聯

席會由兩位AG及DVS值東，同時於5月14日

(週六)18:30於夯肉餐廳召開。 

2. 花蓮港區社函：本社原訂6月6月舉行的授證

45週年慶典，因新冠肺炎疫情關係，為避免

群聚減少感染風險，維護賓客及社友健康安

全，決議取消辧理，造成不便，敬請鑒諒。 

3. 花蓮東南社函：本社授證33週年慶典原訂於5

月8日與基隆東南社聯合舉辧之國內授證旅

遊，因國內疫情提升，考量社友健康安全，

經決議停辧。 

4. 花蓮華東社函：原訂延期舉辦的授證30週年

慶典，因疫情狀況再次變更為停辦，一般例

會休至6月29日。 

5. 花蓮菁英社訃告：本社劉邦義Bang社友慈母

逝世，擇於5月24日(二)上午9:30於吉安鄉明

仁二街204巷20號舉行家祭後公祭，依公約除

代訂蘭花外，請各社至少3位社友(含社長、

秘書)參加。  

6. 區辦第118號函：函知第32屆地區年會提案結

果，共計四件提案： 

案一：本地區之總監提名程序，依國際扶輪

程序手冊之細則12.020.，就下列A、B

兩方案，請擇一。(複選無效) 

A案：本地區的總監提名程序依國際扶

輪細則12.020a採提名委員會程序決

定總監提名指定人。 

B案：總監提名程序，建議改採「社投

票」之方式，由各社直接選舉產生總

監提名指定人。 

表決：A案85票、B案60票、廢票7票，通過

A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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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施日期：2025-26開始。在此之前

仍用舊制。 

2.提名委員會有11位提名委員，且每人

皆不能超過三次任期一年的限制。 

3.保有挑戰制度。 

案二：2022-2023年度RI理事提名委員會委員，

提請通過。 

表決：同意74票、不同意2票、廢票1票，同

意通過此案。 

案三：2020-21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

過。 

表決：同意75票、廢票2票，同意通過此案。 

案四：建議地區年會通過地區分區再分區辦

法，如超過8社以上總監有權責處理之。

提請決議。 

表決：同意46票、不同意29票、廢票2票，

同意通過此案。 

 

本社2022-2023年度(第62屆) 

第一次社務研討會 
時間：2022 年 5 月 22 日(星期日)15:00 

地點：翰品酒店 3 樓秋豐廳 

主席：社長當選人Rush 

▲應出席人員：2022-23理監事暨職員/恕略敬稱 

社長/任聿新、秘書/李忠賢 

財務/龔逸明、直前社長/邱錫樑 

行政管理主委/楊代雲、社員主委/王茂恭 

公共形象主委/黃啟嘉、扶輪基金主委/吳偉誌 

服務計畫主委/蔡翼鍾、理事/游文達 

聯誼主委/張照信、糾察主委/朱文慶 

社區服務主委/林茂益、RYE主委/顏思仁 

國際服務主委/陳義河、職業服務主委/賴淳良 

青少年服務主委/鄭志偉、節目主委/邱昭呈 

出席主委/陳閔揚、膳食主委/何玉崑 

社刊主委/葉平南、扶輪家庭主委/傅星衡 

獎助學金主委/趙瑞平。 

▲會議主題： 

一. 研議2022~2023年度各項服務工作計畫及

收支預算。 

二. 研議2022~2023年度行事曆。 

▲請各主委儘速與社長、秘書研議工作計畫

及預算後，交付執秘彙整製表，謝謝您。 

研討內容較多，敬請務必準時與會。 

本社 Golf 球隊~月例賽 
日期：2022 年 5 月 24 日(星期二) 

開球：12:30 花蓮高爾夫球場 

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月不聚餐。 

敬請在 Line 的 Golf 群組登錄報名，謝謝。 

Golf/隊長 PP Truck&總幹事 PP Iron 聯合敬邀 
 

本社第 3077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5 月 6 日(星期五)13:00 

地點：視訊軟體-Line 會議室 

主席：社長 Building    司儀：Arch 代理 

聯誼報告/Arch 主委 

1. 歡迎 Leo 克服電腦困難參加視訊例會。 

2. 恭喜社當 Rush 近期與朋友聯合開創新品”咖

哩魚蛋”已在全家超商上市，明天開幕的海

鹽冰淇淋店，有好吃的光隆海鹽冰淇淋外，

還有西瓜汁、芋頭冰…等，歡迎大家光臨。 

3. 祝 5 月壽星生日快樂 天天開心～ 

張照信PP、鍾政昌IPP夫人、黃旭睿社友夫

人、葉進益社友夫人、蔡翼鍾社友。 

4. 祝 5 月結婚紀念伉儷鶼鰈情深 永浴愛河～ 

黃啟嘉 PP 伉儷 25 週年、莊順德 PP 伉儷 22

週年、龔逸明社友伉儷 13 週年。 

秘書報告/PP Cardiac 

1. 報告來文... (已登當日社刊)。 

委員會工作報告 

一、行政管理主委 PE Rush 

本社下屆第一次社務研討會，討論 62 屆工作計

畫及預算、行事曆，訂 5 月 22 日(週日)15:00

在花蓮翰品酒店召開，邀請 62 屆理監事及各主

委參加，名單登在今天社刊，也會另外個別邀

請，請支持參與，全力協助下屆各項計畫。 

社友時間 

一、Mochi 社友 

感謝大家的關心，我與內人都平安，疫情被居

隔後，深有感觸，有錢就要花，關了十天都不

能花錢，很難受…。祝福大家健康平安。 

二、PP Plant 

受邀擔任下屆聯誼，必須先準

備 62 屆社友及夫人的生日和結

婚三合一禮品，與社當 Rush 研

討後準備了輕爽型風衣，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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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藍色、女士為粉紅色，請大家撥時間到我的

公司試穿確定尺寸，以便儘速訂貨，謝謝。 

三、PP House 

感謝社長邀請講話，疫情期間

減少見面，請大家要各自保重，

期待再相會。 

四、PP Iron 

謝謝大家關心，社友說我近來曬得很黑，是因

在鹽寮的民宿山莊正在趕工中，希望能在中秋

節前完工，可以提供本社辦活動，也歡迎來參

觀遊玩…。 

 

 

 

 

 

 

 

 

社長報告/P. Building 

1. 再次祝賀 5 月份壽星及結婚紀念伉儷，生日

快樂、幸福美滿，也感

謝大家支持，依然準時

參加今天的視訊例會。

此波疫情台灣有意朝與

病毒共存、也就是流感

化方式應對，我認為高

峰可能要 3 個月，往下降又要 3 個月…，大

家只能多忍耐，也多保重、注意健康。 

2. 今年度地區年會 4/24 已順利舉辦，感謝 10

位社友及夫人依然勇敢的一起去參加，已近

兩週了，相信大家都平安無事，4 位未能參

加者，因疫情嚴重，我們不應勉強，因此原

依慣例要如數糾察註冊費之事，今年度就不

糾察，希望大家體諒。 

3. 感謝秘書的報告，知道地區及各社授證大多

停辦了，目前花蓮港區社 6 月 6 日授證 45

週年慶照常舉辦，公約應 10 名參加，可以

參加的社友請跟執秘登記。 

4. 4 月 26 日本社召開臨時理監事會也通過

5/15 本社授證 61 週年慶典停辦，原配合舉

行的 3078 次例會變更回 5/13、也就是下週

五中午舉行視訊例會，特刊因已完稿，照常

印製、只是改為以彩色影印方式印給社友每

人一本，授證收入則不再收社友分攤款，為

安全考量，也通過不組團參加台北北門社 5

月 13 日授證慶典及球賽，疫情擴大期間，

無奈之舉，還望大家支持。 

5. 下週五例會後接續召開本社 5 月份理監事

視訊會議，請全體理監事預留時間參加。 

出席報告/Bank 代理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14 人 

免計出席 4 人 出 席 19 人 

應 出 席 43 人 缺 席 10 人 

 出席率 77%  

我們想念您、期盼下次例會相聚～ 

1. 免計出席：PP Lederkyn、PP Battery、 

PP Concrete、Tire。 

2. 會前補出席：PP Truck、PP Sand、PP Nose、

PP Color、PP Attorney、IPP Bosch、Volvo、

Frank、Archit、Max、Ortho、Min、Rock。 

3. 缺席：PDG TV、PP Grit、PP Koda、PP John、

Hao、Kevin、Ray、Wagyu、Mark、Eder。 

紅箱時間/PP Iron 糾察主委 

1. 歡喜進入 5 月統一喜捐：社長 3000 元、當

2000 元、秘書 1000 元、社友 500 元 x 43 位，

計 27,500 元。 

▲本週紅箱捐款 27,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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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思 我 見 
文/葉平南 PP Stone 

這星期視訊例會，Mochi 社友發表確診感

受，因為居隔 10 天失掉人身自由，才會特別懷

念自由的可貴，並奉勸社友要及時行樂，因為

居隔時有再多的錢，也沒有辦法能夠享受。這

種特別的生活體悟，值得社友深思”金錢”的另

一層意義。扶輪社社友行業涵蓋社會各層面及

年齡層，生活、工作、旅遊等等的所見、所聞，

如果能夠用文字表述出來，並在扶輪周刊上刊

登，一定能夠引起社友的迴響及反思，對社友

為人處事上應該有所助益。 

    有幸擔任下屆社刊主委，建議社刊增設”

社友園地”，鼓勵社友踴躍投稿，並且由社長親

自頒贈 500 元以下小禮品致謝。深知社友都惜”

字”如金，如果社長及秘書等高級官員能私下對

社友請託邀稿，就某些議題發表看法，並為文

撰述，相信會有一定的效果。 

 

國際扶輪社長文告 
摘自台灣扶輪月刊 2022 年 5 月號 

各位親愛的扶輪改變者： 

  由於各位熱烈響應「一

個帶一個」提案，我很開心

見到扶輪的社員人數趨勢正

在上揚。讓我們保持這股動

力----繼續邀請新社員，並努

力留住我們吸收的每位社員。

我期待下個月在休士頓 2022

年國際扶輪年會中見到各位，我相信那必定是

一場精彩的活動。 

  同樣今年 6 月在休士頓，我們會主辦我最

後一場社長會議。我們把今年的會議主題都鎖

定在扶輪的焦點領域。不管是就出席人數或就

產生的構想來說，這些會議都十分成功。 

  去年秋天，我們在菲律賓辦理的社長會議

重點在環境保護及社區經濟發展，吸引 2,200

人透過網路參與。在巴西，我們的會議圍繞水

資源與用水衛生以及和疾病預防與治療的關連

性；超過 600 出席。之後則在莫三比克的馬普

托(Maputo) 辦理一項有關環境、經濟及和平的

活動，吸引近 400 人親自出席，700 多人網路

參與。我們在義大利威尼斯辦理的有關保持經

濟與環境和諧的會議則有超過 600 人參加。 

  透過這些會議及我到世界各地的行程，我

見到許多領袖與我會面，並同意與扶輪合作，

包括模里西斯總理、塞席爾群島總統、巴林副

總理、阿爾巴尼亞及科索沃的總統。顯然，扶

輪正在發揮影響力，世界渴求我們的領導。 

  在休士頓最後一場社長會議「以服務帶來

和平」(Serve to Bring Peace)，我們將聚焦在一

個扶輪長久以來擔任領導角色的領域。我們在

扶輪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助於打造促進社區、國

家，及我們自身和平的條件。 

  今年 3 月，在難民持續湧入波蘭之際，我

親眼看到扶輪在烏克蘭所發揮的影響力。捐助

者捐獻數百萬美元給這項行動。我們的計畫正

在發揮莫大的影響力，非常感謝您一直以來的

慷慨和支持。 

  親眼看到這麼多人流離失所令人心痛，烏

克蘭人的遭遇並非個案。葉門激烈的內戰持續

進行。阿富汗的人道危機也逐漸惡化。武裝衝

突影響非洲各國，包括利比亞、南蘇丹、中非

共和國、莫三比克北部、衣索比亞，及喀麥隆。

敘利亞及委內瑞拉的難民危機依然未解除。 

  扶輪將一直站在和平解決衝突這邊，提供

援助給有需要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扶輪就在那裡，催生聯合國的成立，捍衛世界

各地建立和平的行動。此時正是延續我們的使

命，履行我們世界和平推動者角色的時候。 

  以服務改善人生的最好方法莫過於以

服務致力和平。 

梅塔／國際扶輪社長 

社友園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