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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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 5 月 14 日授證成立   第 61 卷第 27 期社刊   2022 年 5 月 27 日第 3079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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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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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例會預告 

6 月 10 日(星期五)第 3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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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誼：舉行6月份喜慶頌 

壽星～3/李忠賢社友夫人、9/鄭志偉社友夫人、 

20/廖明堂PP、22/張政雄PP夫人、 

25/游文達PP、27/邱錫樑社長夫人、 

28/蕭旺生社友、30/黃啟嘉PP夫人。 

結婚紀念～14/趙瑞平PP伉儷 32 週年、 

21/黃忠義社友伉儷 12 週年、 

30/呂金晃PP伉儷 21 週年。 

例會後召開本社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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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印本社第 62 屆社員手冊 

為編印本社 2022-2023年度第 62屆社員手

冊，社友個人資料及相片如欲變更，請參考第

61 屆社員手冊，於 6/15 前通知執秘修改。如未

告知，將延續 61 屆手冊內容編印，謝謝您!! 

 

【秘書報告】 
1. 下週五6月3日適逢端午節假期，依年度計畫

休會，請大家留意。 

2. 區辦119號函：2022-23年度根除小兒痲痺公

益單車環島活動於5/20至5/23開放線上報名，

正取180人、候補40人，額滿系統自動關閉。

環島日期2022/10/22(六)-10/29(日)、共8天計

778公里。費用及行程等已於本社公務群組公

告。恭喜本社PP Attorney及夫人報名成功。 

3. 區辦120號函：本地區2022-23年度地區領人

研討會(DLS)訂6月11日(六)09:00-12:10假台

北圓山大飯店舉辦，邀請各社創社社長與現

任社長及下屆社長和新社顧問，亦歡迎其他

有意願服務地區、地帶層級職務之社友參加。

每社至多4位，請於5/31前完成線上報名。 

4. 收到花蓮第一、二分區2022-23年度第1次社

長秘書聯席會議記錄，已登今天社刊，其中

聯誼公約要點是2023-24年度花蓮一分區AG

由本社產生，已於去年提報本社PP Color，

2024-25年度花蓮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應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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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產生、10月份須要提報社秘會。花蓮各

社授證互派社友參加的註冊費由每名800元，

提高為1000元。 

5. 日本安芸社來信：感謝贈送安芸社60週年祝

賀金，已於5月11日例會中，作為扶輪獎勵金

捐贈予「安芸市伊尾木洞穴保存會」，之後也

還會在表彰下去，感謝花蓮社也跟各位社友

做個報告，祝社務昌隆、大家健康平安。【本

社已回信致謝。】 

【簡介】：位於日本高知県安芸市的「伊尾木

洞」隱藏在住宅巷弄小徑之間，進入後彷彿

龍貓就棲息入眠在此，是300萬年前地層隆起

後，受波浪侵蝕所形成的洞穴，時至今日還

能發現貝類化石的蹤跡，穿過洞穴後，感覺

就像穿越時空回到遠古時代。伊尾木洞擁有

超過40種蕨類群落，實屬罕見，故又被指定

為國家天然紀念物。 
 

本社第 61 屆、62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女賓夕 
時間：2022 年 7 月 1 日(星期五) 

17:30 報到-18:00 開會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B1 青嵐廳 

▲感謝新舊任社長聯合宴請，敬邀全體社友及

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本社第 15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13:40 

地點：視訊軟體Line會議室 

出席：邱錫樑、楊代雲、朱文慶、鍾政昌、

任聿新、張照信、陳義河、陳毅夫、

王茂恭、莊順德、賴淳良、龔逸明。 

請假：黃啟嘉、陳喜泉。 

主席報告：(略) 

一、討論提案： 

案一：審議2022年4月份財務報表案。 

說明：如案由，財務收支表、資產負責表如附

件請財務長說明，提請審議。 

決議：審核通過。 

案二：本社第61、62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

禮事宜。 

說明：1.擬依年度行事曆變更2022年7月1日(星

期五)中午第3020次例會於下列時間

合併舉行第61、62屆新舊任社長職員

交接典禮女賓夕；並函請新任助理總

監蒞臨監交，頒發新任社長當選證書。 

時間：2022年7月1日(星期五)17:30報

到、18:00典禮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B1青嵐廳 

2.第61屆下半年度出席鼓勵獎，擬統計至

6月10日之第3081次例會止，請尚有缺

席記錄者，儘速補出席；出席鼓勵獎

請Archit主委統計並於預算內籌備採

購100%出席獎勵品於交接當天頒贈。 

3.第61屆捐款前10名社友鼓勵獎，擬統計

至6月10日之第3081次例會為止，請PP 

Iron糾察主委於1萬元預算內採購獎勵

品(金)。 

4.贈送卸任職員感謝獎：社員主委、扶輪

基金主委、服務計畫主委、公共形象

主委、行政管理主委、秘書、財務、

糾察、出席、聯誼、節目計11位之感

謝獎請社務主委Rush於11,000元預算

內訂製感謝狀及禮品(金)。 

5.贈送卸任社長紀念品，請下屆社務主委

PP Cardiac於明年度預算採購，交接當

天贈送。 

6.交接典禮女賓夕晚宴擬依例由新舊任

社長聯合宴請。 

決議：1.照案通過，請各主委籌備辦理。 

2.因疫情擴大，各社授證慶典停辦，本

社例會亦改為視訊例會，原訂 5 月移

動例會併聯誼活動取消，部分會議及

活動經費節餘較多，故交接晚會動支

聯誼及節目經費舉辦摸彩，請兩位主

委籌辦。 

二、 臨時動議：無 

三、 散會(13:55) 

 

本社2022-2023年度(第62屆)第一
次社務研討會記錄 
時間：2022 年 5 月 22 日(日)15:00-18:00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3 樓秋豐廳 

主席：社當選人 任聿新 PE Rush 

出席：2022-23理監事暨職員/恕略敬稱 

任聿新、李忠賢、龔逸明、邱錫樑、



以服務改善人生 SERVE TO CHANGE LIVES   P. 3 
 

 四大考驗：是否真實？是否公平？能否促進親善友誼？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楊代雲、黃啟嘉、吳偉誌、蔡翼鍾、

游文達、張照信、朱文慶、顏思仁。 

陳義河、賴淳良、邱昭呈、葉平南。 

請假：林茂益、趙瑞平、何玉崑、傅星衡、

王茂恭、鄭志偉、陳閔揚。 

一、主席報告：(略) 

二、研討事項： 

案一：研議2022~2023年度各項服務工作計畫

及收支預算。 

說明：本社第62屆各項服務工作計畫及收支預

算表如附件，請各主委逐一說明。 

決議：每月常年社費由3,000元調高為4,000元；

符合資格免計出席由2,850元調高為

3,850元；創社榮譽社員免收。餘依修正

後內容通過。 

案二：研議2022~2023年度行事曆。 

說明：本社第62屆年度行事曆計畫如附件，請

討論。 

決議：本屆例會回復為每週五例會，授證62週

年慶祝典禮訂2023年5月14日(星期日)

舉行。餘依修正內容通過。 

案三：續聘賴錦德前社長為「創社榮譽社員」

案。 

說明：本社自2022年10月1日起聘任賴錦德前社

長為「創社榮譽社員」，RI社費及本地區

分攤款均由本社支應，不收本社社費及

紅白帖等各項費用。本屆擬持續聘任，

提請討論。 

決議：62屆持續聘任賴錦德前社長為「創社榮

譽社員」。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18:00) 

 

花蓮第一、二分區2022-2023年度 

第1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記錄 
時間：2022 年 5 月 14 日(星期六)18:30 

地點：永豐餐廳 

值東：2022-23 年度花蓮第一、二分區 AG、DVS 

主席：第一分區助理總監包念華 AG Apple 

一、出席人數：應到 30 人-請假 1 人-缺席 7 人

+列席 2 人=實際出席 24 人 

二、主席致詞：一分區助理總監 AG Apple(略) 

三、討論提案： 

案一：研討2022-2023年度花蓮各社聯誼公約修

正案。 

說明：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案二：研討2022-2023年度花蓮各社聯合捐血活

動案。 

決議：111/08/28/菁英社、111/09/18/吉安社、

111/10/23/華東社、111/11/13/花蓮社、

111/12/15/玉里社、111/12/18/港區社 

112/01/08/東南社、112/02/12/美侖山社 

112/03/12/東海岸社、112/04/23/新荷社 

112/05/28/中區社(不辦)。 

案三：研討花蓮地區聯合歡迎總監一行蒞臨花

蓮公式訪問案。 

說明：111/07/11/港區社、111/07/15/花蓮社、

111/08/04/美侖山社、111/08/25/新荷社、

111/08/30/中區社、111/09/01/東南社、

111/09/20/東海岸社、111/09/27/玉里社、

111/09/28/華東社、111/11/09/吉安社、

111/11/16/菁英社。 

決議：照案通過。 

案四：2022-2023年度花蓮第一、第二分區地區

獎助金案，請討論。 

說明：花蓮一分區聯合辦理「吉安國中活化校

園空間多元文心教室多(聞)館設置企劃

案」如附件。【菁英社提案承辦，總經

費71萬。】 

花蓮二分區聯合辦理「花蓮縣國小反酼

衛生教育健走活動計劃」如附件。【華

東社提案承辦，總經費36萬。】 

決議：照案通過。  

案五：有關編印花蓮第一、二分區社員名錄案。 

說明：依照2021~2022年度聯誼公約續約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案六：有關2022-2023年度花蓮分區團隊報紙賀

稿刊登事宜。 

說明：依照 2021~2022 年度聯誼公約 

決議：照案通過。  

案七：確認第二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

案。 

說明：值東社為花蓮社及港區社。 

決議：訂111年7月15日2(五)晚上在花蓮福容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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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舉行。 

四、臨時動議： 

案一：3490 地區各分區雖有排定獎助金委員，

但多數未能實際瞭解操作獎助金之申請

撰寫計畫書，是否地區能從各分區遴選

有能力、有誠心、有愛心的社員來為各社

服務，申請結案(掛名)。 

提案人：A.G Win 

說明：1.開會前幾天 AG Apple、DVS Kelly 全

球獎助金結案事宜。 

2.委記，佣金，購買車輛儀器差價 

決議： D.G Paul 現場回復會酌請有能力的委員

們來擔任。 

五、散會 

 

本社第 3078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5 月 13 日(星期五)13:00 

地點：視訊軟體-Line 會議室 

主席：社長 Building    司儀：Ortho 主委 

聯誼報告/Arch 主委 

1. 今天疫情雖然還持續升高中，但上線來參加

視訊例會的人很多，不輸實體例會的出席率，

很多之前沒參加過視訊的，今天都上來了，

久不能見面，能在這裡相聚也不錯…。 

秘書報告/PP Cardiac 

1. 報告來文... (已登當日社刊)。 

社友時間 

今日社友時間PP Cardiac醫師、PP Robin藥師、

Surgeon醫師、Building社長、

PP Highway 等社友都分享疫

情期間各種訊息、檢疫及防

疫方法，雖然確診者大多數

是輕症，但仍要注意發燒情

形，本社 PP Cardiac 的康寧

診所、PP Nose的嘉光診所都有視訊看診服務，

PP Robin 的健安藥局也有為

全家都是確診者的送藥服務，

他表示，現在拼的不是不會

中，而是誰最後中，總之，

還望大家多保重，一定要戴

口罩、勤洗手，少出門…。 

社長報告/P. Building 

1. 很快又一週，感謝在這裡的社友們，依然準

時參加今天的視訊例會。下週五不必例會，

下次例會是 5 月 27 日(五)視訊會議，節目

是5月份社務行政會議，

請大家踴躍參加。 

2. 花蓮港區社、東南社、華

東社的授證慶典也都停

辦了，目前只有玉里社延

至 6/25、新荷社照原訂

6/29 舉辦。北門社原訂今天舉行的授證慶典

也沒舉辦，聽聞要延至 6/10，但還沒正式發

文。 

3. 本屆地區年會 4 個提案，其中案一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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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本社支持的案，不由各社直

接選舉產生，這是重要且應給大家知道的。 

4. 今天例會後請理監事們繼留線上參加 5 月

份理監事會議，審議 4 月份財務報表及討論

本屆及下屆交接典禮籌備工作，謝謝大家。 

出席報告/Archit 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7 人 

免計出席 4 人 出 席 27 人 

應 出 席 43 人 缺 席 9 人 

 出席率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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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da、PP Color、PP Attorney、

Kevin、Frank、Wagyu、Rock。 

3. 缺席：PDG TV、PP Truck、PP Grit、PP John、

Hao、Ray、Mark、Eder、Min。 

紅箱時間/PP Iron 糾察主委 

年度近尾聲，又因疫情影響，地區活動及

各友社授證停辦，本社例會亦改為視訊例會，

年度經費因而有餘，故不再糾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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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與鳥羽社第 18 次姊妹社續盟 
本社今年度與姊妹社日本鳥羽社的第 18

次盟約，本應邀請鳥羽社來台簽訂，因疫情影

響無法互訪，改以書面郵寄方式完成簽約續盟，

三年後的續盟仍由本社主辦邀請來花蓮簽訂。 

 

 

 

 

 

 

 

 

 

 

 

 

 

 

 

 

 

 

 

 

 

【本社 6 月份會議及活動】 

6/03(五)端午節國定假日，依年度計畫休會。 

6/10(五)本社第 3080 次視訊例會舉行 6 月份喜

慶頌。例會後接續召開本社 6 月份理監

事會議。 

6/18(六)花蓮扶輪青年服務社第 14 屆社慶暨第

14 屆、15 屆交接典禮 16:30 於花蓮煙

波大飯店舉行。(變更為對內舉辦) 

6/21(二)本社Golf球隊年度賽12:30於花蓮球場

開賽。 

6/24(五)本社第 3081 次例會，節目舉行六月份

社務行政會議。 

6/25(六)玉里社授證 52 週年慶典 17:00 於玉里

鎮藝文中心舉行。 

6/29(三)花蓮新荷社授證 27 週年暨社長交接慶

典 17:30 於花蓮美侖大飯店舉行。 

 

全球獎助金案捐贈典禮圓滿舉行 
本社今年度配合台北北門社的姊妹社泰國

曼谷挽那扶輪社主辧的全球獎助金GG2127439

醫療器材捐贈計畫，2022 年 5 月 12 日順利舉

行捐贈典禮，捐贈 Pathum Thani Hospital 公立

醫院項目如下，總經費 30,100 美元，本社由楊

代雲 PP 配合捐獻 1,050 美元。 

1. 生命監測儀 3 台。 

2. 急救電擊器 1 台。 

3. 移動式牙醫用照明燈 1 組。 

4. 負壓病房專用空氣過濾器 1 套。 

 

 

 

 

 

 

 

 
 

 

慶生不再慶生 
文/葉平南 PP Stone 

記憶裡，扶輪社夫人參加慶生會都很踴躍，

近年來扶輪社慶生照樣切蛋糕，但氣氛不一樣

了。夫人參加慶生會不再踴躍，每月慶生會只

是做做樣子，拿個假禮物盒拍照記念，內心裡

滿是懷念那溫馨不再存在的慶生會。 

明年度社長有意改變，讓慶生活動具有感

動性，每月慶生改為女賓夕，希望夫人多參加，

慶生活動更活潑一些。 

生日禮物，不是以金錢多少來衡量，慶生

會上收到社長頒贈禮物是一種感動，不管是生

日或結婚記念，會前都會收到邀請卡片，幾行

祝福的話，那是一種被尊重受祝福的感動。 

現在都不見了，聯誼為省麻煩，生日禮物

或結婚禮物就加在一起買件夾克給社友就算完

成了。天呀，套句 50 屆時一句資深社友的話，

那是用我的錢去買禮物送給我

的，沒有感動、只有激動。 

來投稿吧!此為致謝小禮物，

酒不醉人人自醉，餐前跟夫人

來杯香檳，微醺感覺值得品

嚐。 

社友園地 



以服務改善人生 SERVE TO CHANGE LIVES 
 

 四大考驗：是否真實？是否公平？能否促進親善友誼？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P. 6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花蓮第一、二分區

各社 2022-2023 年度聯誼公約 
一、召開聯席會： 

1. 第一、二分區社長、秘書聯席會議由一、二

分區助理總監輪流擔任主席。 

2. 由各社輪流擔任主辦社值東負責餐費、擬訂

日期及地點(原則上每次 2 社，一、二分區各

1 社)。召開月份及值東社如下： 

(1) 2022/05/14-兩位助理總監、兩位分區副

秘書 

(2) 2022/07/15-花蓮社、港區社 

(3) 2022/09/**-吉安社、中區社 

(4) 2022/11/**-東南社、玉里社 

(5) 2023/01/**-新荷社、美侖山社 

(6) 2023/03/**-2022-23年度及2023-24年度

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共 8 位 

(7) 2023/05/ -菁英社、華東社、東海岸社 

3. 每次會議請分區助理總監所屬社執行秘書

代為發文、聯絡及紀錄。 

4. 花蓮一、二分區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長依

「倫理制」，按社齡順序於 10 月份前產生，

並於 10 月份社長秘書聯席會中定案，於 11

月 30 日前呈報下屆總監辦事處。 

▲2023-24 年度產生社如下，如放棄須自下

一輪重新輪任：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由花蓮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菁英社推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由東海岸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美侖山社推薦。 

▲2024-25 年度產生社如下，如放棄須自下

一輪重新輪任：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由吉安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花蓮社推薦。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由玉里社推薦、 

地區副秘書由華東社推薦。 

(PS：若下屆總監有指定地區副秘書長人選，

該社可優先當任，但下次輪流順序排為最

後。) 

5. 花蓮地區聯合運動會按社齡順序：2022-23

年度由美侖山社承辦；2023-24 年度由華東

社承辦。 

(PS:本年度花蓮地區聯合運動會，訂於 2022

年 10 月 2 日(日)於花蓮市中華國小舉行) 

6. 地區獎助金由助理總監社提案承辦，分區內

11 社聯合舉辦(各屆是否聯合舉辦,由當屆討

論)。獎助金不足數，如由提案社負擔，則提

案社為主辦社、其餘各社為協辦社；如由各

社平攤，則各社均為主辦社、提案社稱為承

辦社。 

二、各社若逢喪事：(包含社友之配偶、直系血

親一親等) 

1. 請主事社寄訃聞予各社及各社社長並註明

發生社之社名及社友姓名。 

2. 請主事社統一代訂友社罐頭祭品及輓聯每

社 2,000 元，並統一支付款項後，向各社收

回代墊款，另請各社寄回款項時於支票上註

明主事社之社友姓名。 

3. 各社請派至少 3 位以上(含社長、秘書)社友

參加告別式，地點若於外地採自由參加。 

三、逢各社授證慶典： 

1. 授證社發請柬或公文邀請，各社至少派 5 位

社友參加，如逢 5、10 等大週年授證各社至

少派 10 位社友參加，每位註冊費 1000 元，

如未參加，註冊費仍需寄達。 

2. 如以國內外旅遊或其他型式舉辦或不舉辦，

均應另行發文通知各社，人數及註冊費不受

第 1 條內容限制。 

3. 扶青團、扶少團出席花蓮各社參訪、見習不

收取慶典註冊費及一般餐費。 

四、所用之信件、郵件、及通信投票等用語，

將包括利用電子檔郵件及網際網路技術，

以降低費用並增進溝通效率。(依國際扶輪

社章程第 21 章用詞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