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五 Every Friday PM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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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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李忠賢  社員主委/王茂恭    公共形象主委/黃啟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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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例會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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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例會預告             

7 月 8 日(星期五)第 3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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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報告                         

1. 今天例會後，在62屆理監事群組的連結，召

開第62屆7月份理監事會，對5/22的社務研

討會決議事項作確認追認，及討論其他議案，

請全體理監事務必上線參加。 

2. 本社社長當選人楊代雲慈母於6月25日仙逝

、享耆壽91歲。擇於7月7日(四)上午9:40於

花蓮市立殯儀館景行廳舉行家奠後公奠。疫

情期間，喪家懇辭奠儀、花籃，以及社友輪

值守靈。依本社聯誼公約請全體社友參加公

奠。本社亦依公約代花蓮各社洽訂花籃。 

3. 今年度地區總監訂7月15日(星期五)中午例

會公式訪問本社，當天在花蓮翰品召開實體

例會，請穿著夏季服裝，年度領帶及徽章在

現場領取佩戴，PP們受頒聘書可著西裝。

請大家預留時間踴躍參加。 

4. 今年度起每期社刊都會登載近期一個月內

的會議及活動通知，請大家多加留意，預留

時間參加。 

5. 基隆社函：2021-22年度申辦的全球獎助金

案「基隆市國民中小學英文書籍暨英文電子

書捐贈計畫」因疫情影響，無法在六月底前

核准，需七月份才能夠完成，請貴社保留捐

款款項到七月才捐，目前書籍已全部到貨並

付款完成。 

6. 日本橫浜西社加藤卓郎社友來信，感謝本社

寄送6月份社刊，正準備為夏天來臨送上問

候，在橫浜，氣溫28~32度，雨季、繡球花

盛開中，祝大家身體健康。 

7. 收到日本安芸社6/28社刊電子檔，已傳公務

群組，歡迎大家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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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國際扶輪 2022-2023 年度主題               

這個主題圖象為澳洲原住民藝

術家所設計，旨在於連結 2023

年的墨爾本年會。 

圓環 - 與他人之間相互的連結 

環繞於此的圓點 - 是我們所服

務的人們 

有七個圓點是因為我們扶輪有

七大焦點領域 

圓環+周圍的圓點 - 代表著領航之星，亦是我們

的引導之光 

綠色實線 - 象徵挖掘的木棒 (是勤奮工作時所

使用的工具)，對我們來說即是「採取行動的人」，

用來完成任務的工具 

色彩：紫、綠、白 - 象徵慶祝多元、平等、包

容(DEI) 

我們可表達不同的自己，但仍保有彼此間特殊

的連結 

紫色 - 是小兒麻痺 

綠色 - 是我們所處的環境 

白色 - 是世界和平 

代表賦予力量及創新，所使用的色彩代表女性

運動，為我們帶來女性社員增加的機會。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請預留時間參加   

日期：202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上午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一、 總監與社長、社長當選人及秘書會晤 

10:30-11:00～3 樓芒種廳 

二、 社務行政會議 

11:00-12:00～3 樓芒種廳 

參加人員：社長、秘書、五大主委 

三、 第 3084 次例會 

12:20-13:00～用餐-3F 夏荷廳 

13:00-14:00～例會-B1 青嵐廳 

參加人員：全體社員 

▲請穿著夏季服裝，年度領帶及徽章在現場

領取佩戴，PP 們受頒聘書可著西裝。 
 

本社第61屆、62屆社長職員交接晚會 

時間：2022 年 7 月 22 日(星期五) 

17:30 報到-18:00 開會後餐敘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B1 青嵐廳 

▲感謝新舊任社長聯合宴請，並由 61 屆聯誼經

費提撥 15 萬元舉辧摸彩活動，敬邀全體社友

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2021-22 年度第 61 屆社長       邱錫樑 

2022-23 年度第 62 屆社長當選人 任聿新 

聯合敬邀 
 

 本社第 3081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6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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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屆最後一次例會，今天也要確認何時舉辦

交接，理監事會決議聯誼須籌辦交接晚會摸

彩獎品 15 萬，希望越多人參加越好，這是

歷年獎品最豐富的摸彩活動，鼓勵大家踴躍

報名參加。 

秘書報告/Leo 代理 

1. 報告來文... (已登當日社刊)。 

社友時間 

一、 社長 Building 提請大家討論第 61 屆、62

屆交接日期，經與會社友們發言討論，考

量疫情仍在高點，確定於 7 月 22 日(星期

五)晚上舉行，7 月 8 日(五)中午例會照常

以視訊例會召開。 

二、 Leo 社友：下週五是 7 月 1 日，進入新年

度，由 62 社長 Rush 主持例會，同時要在

例會後召開新年度 7 月份理監事會，請 62

屆理監事們務必上線參與。 

三、 Mochi 社友：久沒見面，交接能辦實體見

面很好，祝大家都平安，有事可交辦，我

們都會全力支持。 

四、 PP Glass：久未見面，祝大家身體健康，人

覺得交接要等到 7/22，萬一屆時疫情仍未

散，不就又不能辦了。 

五、 PP Niwa：我個人 6/4 確診，自我隔離後沒

幾天感覺怪怪的再篩，沒想到又兩條線，

緊張的趕快跟PP Stone及PP House通知，

因為前一天才一起吃麵，原本今天要參加

北門社授證，當時立即取消，7+7 期間，

不能到人多的聚會及聚餐。 

六、 PP Robin：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目前三

百多萬確診，表示有二千萬還未感染…。

我想確診大多與個人習慣有關，是否有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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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常洗手、噴酒精，特別是拿錢找錢，傳

染的機率最大，只要經手一定要手噴酒精，

較不會感染。臉上的眼、耳、鼻最易感染，

已中的、沒中過的都要小心，確診後的危

害性目前還不知道，過二、三年後才可能

看得到…。 

節目時間 

一、PE Rush：今天是本屆、也是六月最後一次

例會，依慣例節目時間是社務行政會議，

代社長再次謝謝大家一年來的支持，也代

社友感謝社長一年來的付出，在疫情期間，

凝聚力未散，是令人敬佩的。今晚要參加

北門社授證慶典，故現在已在台北，且現

在台北正打雷中，天氣仍熱，但應該要下

大雨了，要來台北的社友要帶傘。 

二、出席主委 Archit：近來多

線上例會，終於到本屆

最後一次例會，今年度

上半年有 12 位社友

100%出席本社的例會，

本想下半年也不錯,但可

能受疫情影響，只有 4

位拿到下半年度 100%出席本社例會獎，已

備好車用型時尚滅火器，今年度 100%出席

(含補出席)有 20 位，也有準備小禮物，將

一併在交接晚會中頒獎表揚，謝謝各位社

友對出席的支持。 

三、聯誼主委 Arch：最後一次社務行政會，謝

謝社長給我機會擔任這屆聯誼，讓我學習，

這屆比較特殊，前兩個月及後兩個多月都

是疫情影重期，影響了原訂的聯誼計畫，

幸好秋之旅及春之旅都有順利舉辦，且天

氣都很好，本社是很有人情味的社團，大

家的回饋都很大，謝謝大家。 

四、節目主委 Ortho：謝謝大

家一年來的支持，謝謝

Arch 的指導，記得第一次

例會沒音樂，大家也都包

容，是很有溫度的大家

庭。 

五、社刊主委 PP Jack：很高興一年的社刊主委

順利結束，謝謝執秘的幫忙。 

六、膳食主委 Bank：因疫情影響，我們有近三

分之一的例會以視訊舉行，實體例會只有

三分之二，膳食主委，有實體例會才有工

作，謝謝各位的配合。 

七、PE Rush：再次謝謝一年來各主委的支持，

未來一年還望繼續支持團隊。 

社長報告/P. Building 

1. 感謝大家一年來的支持，並參加今年度我

任內的最後一次視訊例會。下週五 7 月 1

日就是第 62 屆社長主持，請大家也全力支

持年青優秀的 Rush。 

2. 感謝大家踴躍提供意見，

交接日期確定在 7月 22日

舉行，有 61 屆的聯誼摸彩

活動，本屆出席鼓勵獎、

捐款前 10 名紅箱獎、卸任

職員感謝獎，感謝 Archit

主委、PP Iron 主委及 PE 

Rush 都已分別準備完成。歡迎大家踴躍報

名參加。 

3. 等一下共 8 位社友及夫人要去台北參加北

門社授證 35 週年慶典，請準時上車。 

出席報告/Archit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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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H、PP Sand、PP Koda、

PP Color、PP Cardiac、PP Iron、PP Highway、

IPP Bosch、Kevin、Surgeon、Frank、Max、

Min、R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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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o、Volvo、Ray、Wagyu、Mark、Eder。 

紅箱時間/PP Attorney 副糾察 

年度經費已有結餘，故不再糾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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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園地                        

類出國 
文/葉平南 PP Stone 

疫情改變人類工作方式，也改變大家的生活

內容。今年 4 月 20 日在疫情上升時，到台北典

華酒店參加了 3490 地區年會，6 月 24 日疫情

緩和時參加台北北門社在台北國賓飯店舉行的

35 週年授証。去時心情有些忐忑不安，新冠病

毒已在社區傳播，大型聚會被要求盡量不要參

加，以免受感染，造成重大後遺症。當時也在

參加與不參加之間猶疑不決，但是每個人每天

也都要面對很多的事情要做抉擇，既然做了決

定，最後的結果也許會有不同，也是只有接受。 

  很高興在疫情中斷了兩年的扶輪活動後，勇

敢地參加兩場盛會，享受無盡的扶輪友誼。尤

其北門社授証，因為疫情關係延了兩次，才在

年度即將結束時舉行，順利完成 35 週年慶典，

感受到 Mark 社長處事的圓融與果斷。註冊報

到時，每位來賓都送上立體口罩，並要求立刻

戴上。開會時大家都戴一樣的口罩，感覺安全

許多。用餐時精緻中餐、西式吃法，避免夾菜

時病毒感染。晚會節目更是令人耳目一新，社

長 Mark 的薩克斯風演奏，比美職業水準，而

與夫人的探戈更炒熱現場氣氛。晚會也邀請來

了女高音聲樂家簡文秀女士及其夫婿-憶聲電

子董座，現場演唱膾炙人口的中西名曲。高亢

嘹亮歌聲震撼現場。第一次這麼近距離聆聽高

水準表演，滿滿的感動。 

  疫情仍未過去，但台北街頭已經人聲鼎沸，

只是不見一個外國人臉孔。國內觀光旅館只能

促銷，吸引國人旅遊。以優惠價格住了兩晚晶

華酒店及一晚 W Hotel，家庭旅遊輕鬆悠遊。

台北巷弄找間義大利小酒館，跟女兒們開瓶香

檳小酌一番。白天在飯店泳池，小朋友們開心

戲水，大人在一旁喝調酒配松露薯條。三天全

家聚在一起吃吃喝喝，感到幸福愉快。 

2022 年 6 月 24 日社長邱錫樑伉儷、社當當選

人任聿新、台北門社主委呂金晃 PP、葉平南

PP 伉儷、卓建和 PP、顏思仁 PP，參加金蘭社

台北北門社授證 35 週年慶。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7/08(五) 13:00 本社第 3083 次視訊例會於 Line

會議室連線舉行。 

7/15(五)12:20 本社第 3084 次例會，歡迎地區總

監蒞臨公式訪問，於花蓮翰品酒店舉行。 

7/15(五)18:00 花蓮一、二分區第 2 次社長秘書聯

席會，於花蓮福容大飯店舉行。 

7/19(二) 12:30 本社 Golf 球隊 7 月份例賽，花蓮

球場開賽。 

7/22(五) 17:30 本社第 61．62 屆交接晚會暨第

3085 次例會暨 7 月喜慶會於花蓮翰品酒店

B1 青嵐廳舉行。 

7/29(五)12:20 本社第 3086 次例會，於花蓮翰品

酒店舉行，節目為七月份社務行政會議。 

7/30(六)08: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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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