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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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期社刊   2022 年 6 月 24 日第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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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4 日(星期五)第 3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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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社務行政會議／PE Rush 主持 

出席主委/邱昭呈、聯誼主委/王茂恭 

節目主委/龔逸明、社刊主委/林東成 

膳食主委/何玉崑、攝影主委/宋達泉 

高爾夫主委/游文達、扶輪家庭主委/吳偉誌 

 

下週例會預告 

7 月 1 日(星期五)第 3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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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份理監事會-視訊會議。 

應出席人員/62 屆全體理監事(恕略敬稱)： 

理 事 長：任聿新 

常務理事：邱錫樑、楊代雲 

理  事：游文達、黃啟嘉、張照信、 

王茂恭、蔡翼鍾、吳偉誌 

當然理事：李忠賢、龔逸明 

常務監事：朱文慶 

監  事：林茂益、顏思仁 

 

【秘書報告】 
1. 因疫情影響，本社原訂7月1日(星期五)的交

接晚會，變更為一般視訊例會。第61屆、62

屆交接晚會日期待今天例會討論。 

2. 玉里社函：因疫情日趨嚴重，原訂延至6月

25日舉辦的52屆授證典禮取消，同日只舉辦

社長交接，疫情期間不對友社邀請。 

3. 吉安社函：原訂7月6日(星期三)第2097次例

會，為配合舉辦第42、43屆社長交接，變更

於7月1日(星期五)18:00假花蓮國軍英雄館

晶采联營會館合併舉辦。 

4. 花蓮港區社函：本社第45屆、46屆社長暨職

員交接典禮訂7月4日(一)17:40在花蓮翰品

酒店青嵐廳舉行。會議不用餐，典禮後將提

供精美餐盒。 

5. 花蓮東南社函：本社第33屆、34屆社長、職

員交接典禮訂6月30日(四)18:00於F Hotel花

蓮站前館舉行。 

6. 新荷社函：本社第27屆、28屆社長交接典禮

訂7月7日(四)18:30於永豐餐廳舉行。 

7. 區辦127號函：2022年度阿布達比地帶研習

會將於2022年12月2-4日舉行，6月30日前報

名享早鳥優惠，鼓勵各位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費及網址已line至本社公務群組。 

8. 收到日本安芸社6/15及6/22社刊，2022-23

年度社長秘書資料電子檔，已傳公務群組，

歡迎大家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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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蘭社~台北北門社授證 35 週年慶典 
時間：2022 年 6 月 24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 

交通：自強號#421/花蓮 14:42-台北 16:52 

普悠瑪#288/台北 21:20-花蓮 23:32 

服裝：社友請著西裝+今年度總監領帶。 

已完成報名 8 位/恕略敬稱： 

邱錫樑 2、任聿新 1、葉平南 2、呂金晃 1、

卓建和 1、顏思仁 1。 

 

本社第 16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2022 年 6 月 10 日(星期五)13:40 

地點：視訊軟體Line會議室 

出席：邱錫樑、任聿新、楊代雲、朱文慶、

黃啟嘉、張照信、陳義河、陳毅夫、

龔逸明。 

請假：鍾政昌、陳喜泉、莊順德、王茂恭、

賴淳良。 

一、討論提案： 

案一：審議 2022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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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屆、62 屆交接晚會以何種方

式辦理。 

說明：交接晚會原訂於 7 月 1 日(五)17:30 在花

蓮翰品酒店舉辦，並動支聯誼及節目經

費舉辦摸彩。 

決議：1.交接晚會延於 7 月 8 日(五)或 7 月 22

日(五)同時間地點舉辦，待 6 月 24 日

例會作最後決定。 

2.通過由聯誼及節目費共動支 15萬元舉

辧摸彩，摸彩獎品、出席鼓勵獎、紅

箱獎及卸任職員感謝獎等交接費用，

請各主委依預算採購後於 6 月底前報

帳結算。 

3.7 月 1 日(五)例會變更回原中午 13:00

舉行 Line視訊例會，由 62屆社長Rush

主持。 

案三：本年度財務收支結餘是否提撥至本社青

少年基金。 

說明：本社青少年基金捐助暨組織章程第二章

第一條本青少年基金來源第3點「本社

年度決算結餘款以20%為度經理監事會

決議同意撥入者，唯基金餘額達到130

萬元以上時，則停止撥付。」5月31日

止青少年基金為1,209,300元。 

決議：同意撥 61 屆結餘的 20%至青少年基金。 

二、 臨時動議：無 

三、 散會(14:10) 

 

本社第 61 屆出席鼓勵獎(恕略敬稱) 
出席主委/Archit 

一、上半年度 100%出席本社例會 12 位，已於

2022 年 1 月 15 日頒贈小型時尚滅火器： 

林茂益、張乙朝、朱文慶、林東成、張照信、
楊代雲、莊順德、趙瑞平、邱錫樑、何玉崑、
蔡翼鍾、邱昭呈。 

二、下半年度 100%出席本社例會 4 位： 

林茂益、林東成、何玉崑、邱錫樑。 

三、本屆 100%出席(含補出席)共 20 位，累積

100%年度可累加 1 年。 

林茂益、葉平南、張乙朝、朱文慶、林東成、
張照信、卓建和、楊代雲、莊順德、許藍山、
李忠賢、何玉崑、趙瑞平、邱錫樑、任聿新、
王茂恭、賴淳良、蔡翼鍾、邱昭呈、龔逸明。 

本社第 61 屆紅箱獎(恕略敬稱) 
糾察主委/PP Iron 

莊順德、鍾政昌、陳義河、龔逸明、趙瑞平、
邱昭呈、陳毅夫、王茂恭、張照信、賴淳良。 

依例社長、社長當選人、秘書，不列入統計。 

 

本社第 3080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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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 社友代理 

1. 祝 壽星～生日快樂 天天開心～ 

李忠賢社友夫人、鄭志偉社友夫人、廖明堂

PP、張政雄PP夫人、游文達PP、邱錫樑社長

夫人、蕭旺生社友、黃啟嘉PP夫人。 

2. 祝 結婚紀念伉儷～鶼鰈情深 永浴愛河～ 

趙瑞平 PP 伉儷 32 週年、黃忠義社友伉儷 12

週年、呂金晃 PP 伉儷 21 週年。 

秘書報告/PP Cardiac 

1. 報告來文... (已登當日社刊)。 

社友時間 

一、 社長 Building 

台北北門社授證 35週年慶典延至 6月 24日(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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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舉行，上次一理監事會針對原本 5 月 13 日

辦的慶典我們不組團參加，這次想聽聽大家的

意見。 

二、 經 PP Cardiac及 PP Robin 等社友提出看法，

現在高原期，往下走往好的方向看，應該

7 月中才能往下滑，8 月才有機會解封…，

花蓮每天也仍有很多人感染，大家還是少

去公眾場合比較安全。最後社長裁決，開

放社友自由報名參加台北北門社授證慶典，

因 6/14 前須回報參加名單，有意參加者請

速報名。 

三、 本社即將在今天例會後召開理監事會視訊

會議，討論原訂 7 月 1 日的交接晚會是否

照辦實體聚會，社長希望今天與會的社友

們踴躍提供意見。社友提議時間接近再作

決定。 

四、 PP Cardiac 

針對疫情的視訊看診，如果確診，到慈濟或與

70 家有視訊的診所連絡視訊，可作後續通報工

作，目前確診者大多是輕症。快篩陽性確診後，

打電話給診所，使用 line 加診所為好友後，上

傳健保卡及快篩劑結果，診所即會連絡安排後

續看診工作。 

五、 PP Robin 

我們要謝謝 PP Nose 為花蓮的診所及民眾爭取，

可視訊問診及後續通報事宜，而藥師公會自 4

月中旬以來全省送藥到府的服務，件數最多的

是 1 萬 2 千件，花蓮 8 千多件是第 3 名，有需

要者，打電話即可服務。有關抗病毒藥，別誤

會大小症狀都可用，還是要經過醫師開處方才

可取得醫藥…。 

六、 Frank 社友 

謝謝社長指名發言，我會努力加油，請大家多

多幫忙支持。 

七、 PP Stone 

今天的社刊登載花蓮東南社吳國任前社長 PP 

Easy 的追思會 6 月 17 日早上在慈濟舉行，他

是本社 PP Concrete 最小的弟弟，社長應代表本

社致意一下。 

社長報告/P. Building 

1. 再次祝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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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例會是 6 月

24 日，也是我任內最後一次例會，請大家

踴躍參加。 

2. 今天例會後要接續召開 6 月份理監事會議，

請各位理監事踴躍參加。除了審議 5 月份

財務收支報表外，主要是因疫情居高不下，

要討論 7 月 1 日的交接晚會以何種方式舉

辦，歡迎大家踴躍提供看法。 

3. 本屆下半年度出席鼓勵獎、捐款前 10 名箱

獎，都是統計至今天為止，車同卸任職員感

謝獎，要在交接典禮上頒發，還有摸彩活動

獎品等，請負責的主委依預算採購。 

出席報告/Archit 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10 人 

免計出席 4 人 出 席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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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PP Sand、PP Color、

PP Attorney、IPP Bosch、Kevin、Barrister、

Wagyu、Max、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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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 John、Hao、Volvo、Ray、Mark、Eder。 

紅箱時間/PP Cardiac 秘書代理 

年度經費已有結餘，故不再糾察。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7/01(五)本社第 3082 次視訊例會 13:00 於 Line

會議室連線舉行。例會後接續召開 7 月份

理監事會議。 

7/08(五)本社第 3083 次例會。 

7/15(五)本社第 3084 次例會，歡迎地區總監一行

蒞臨公式訪問，於花蓮翰品酒店舉行。 

11:00 與社長、秘書面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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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0 社務行政會議(社長、秘書及五大主委) 

12:20 午餐、13:00-14:00 例會。 

7/15(五)18:00 花蓮一、二分區第 2 次社長秘書聯

席會 

7/19(二)本社 Golf 球隊 7 月份例賽，12:30 花蓮

球場開賽，18:30 聚餐。 

7/22(五)本社第 3085 次例會。 

7/29(五)本社第 3086 次例會，節目為七月份社務

行政會議。 

7/30(六)本地區 2022-23 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暨

有活力的社工作研討會於新莊典華飯店舉

行。 

 

本社高爾夫球隊年度賽 
本屆高爾夫球隊年度賽 6月 21日中午 12:30 於

花蓮球場開賽，恭喜得獎： 

總桿冠軍/呂金晃 PP、淨桿冠軍/楊代雲 PP 

淨桿亞軍/王茂恭社友、淨桿季軍/張照信 PP 

BB 獎/莊順德 PP、幸運獎/蕭旺生社友。 

 

 

 

 

 

 

 

 

 

「擦乾一百公里的眼淚，搭起就醫最
後一里路」～國際扶輪3490地區匯集
扶輪社友愛心 捐贈復康巴士 

本(3490)地區共102社之社員以《行動服

務‧幸福花蓮》為愛的號召，募集數百萬打造

兩部中型復康巴士，捐贈予衛生福利部玉里醫

院、及臺北榮民總醫院玉里分院。6月20日下午

由衛生福利部玉里醫院王作仁院長、北榮玉里

分院胡宗明院長，分別帶領秘書及醫師主管親

自接待，地區總監黃文龍及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凌見臣帶領近百名社友共同見證，於兩院院區

內的扶輪社精神堡壘前完成驗收捐贈儀式。 

 

 

 

 

 

 

黃文龍總監表示：「以服務改變人生」是扶

輪社2021-2022的服務精神，每人奉獻一小部分，

集結起來將更加意義非凡，使扶輪的服務精神

遍佈全台各個鄉鎮，也使每位投入奉獻的扶輪

社友，感受到不同的生命意義…。 

本計畫捐贈兩部醫療巡廻中型巴士總經費

約新台幣六百萬元。希望讓分佈在臺東縣境及

南花蓮各鄉鎮有就醫需求的居民，能夠搭乘嶄

新、舒適又安全的醫療巡迴車來醫院就醫與復

健，透過跨縣市的行動服務，確保民眾的健康，

帶給鄉親滿滿的幸福，最後儀式在眾人的歡笑

及祝福中圓滿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