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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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1 年 5 月 14 日授證成立   第 62 卷第 4 期社刊   2022 年 7 月 22 日第 3085 次例會 

 
社長/任聿新  行政管理主委&2023-2024年度社長當選人/楊代雲 
秘書/李忠賢  社員主委/王茂恭    公共形象主委/黃啟嘉 
財務/龔逸明  扶輪基金主委/吳偉誌  聯誼/張照信          出席/陳閔揚 
糾察/朱文慶  服務計畫主委/蔡翼鍾  節目/邱昭呈          社刊/葉平南 

主席/Rush社長         司儀/節目主委Archit 

一、 典禮開始～鳴鐘宣佈開會/Rush社長 

二、 唱扶輪頌/全體社友 

三、 聯誼報告/PP Plant主委 

1. 歡迎3490地區前總監陳順從PDG TV及夫人 

2. 歡迎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包念華 AG Apple 

3. 歡迎花蓮一分區地區副秘書竇桂英 DVS 

Kelly 

4. 唱歡迎扶輪社友歌 

5. 歡迎全體與會夫人 

6. 其他聯誼事項報告 

四、 第61屆卸任社長致詞/IPP Building 

五、 第62屆社長致詞/P. Rush 

六、 貴賓致詞 

七、 頒獎 

1. 頒發 2021-22 年度保羅哈里斯之友獎/請

PDG TV 頒獎 

1) 3490地區南花蓮10所小學教學設備案：

邱錫樑 USD2000、陳喜泉 USD1000、 

陳義河 USD1000。(含學田國小感謝禮) 

2) 泰國挽那社-泰國公立醫院醫療器材捐

贈案：楊代雲 USD1050。 

3) 捐獻永久基金：趙瑞平 USD1000。 

4) 捐獻年度計畫基金：吳偉誌 USD1000。 

5) 捐根除小兒痲痺基金：黃忠義 USD1000。 

2. 頒發 2021-22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

獎/請 PDG TV 頒獎 

朱文慶 PP 冠名「朱頤紀念獎學金」捐獻 15

萬元，累積達 21.8 萬、【菊花】獎章。 

3. 頒發 3490 地區 WCS 計畫衛福部玉里醫院

感謝狀及紀念模型車/請 PDG TV 頒獎 

4. 出席鼓勵獎：請 IPP Building 頒獎 

A.第 61 屆下半年度出席本社例會 100%出席

獎 4 位 

林茂益、林東成、何玉崑、邱錫樑。 

B.第 61 屆全年度 100%出席獎(含補出席)/姓

名後數字為 100%出席累積年數  

林茂益29、葉平南29、張乙朝22、朱文慶20、

林東成24、張照信26、卓建和14、楊代雲5、

莊順德6、許藍山16、李忠賢12、何玉崑10、

趙瑞平10、邱錫樑8、任聿新7、王茂恭6、

賴淳良3、蔡翼鍾4、邱昭呈4、龔逸明1。 

5. 今年度捐款前 10 名社友紅箱獎/請 IPP 

Building 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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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卸任職員感謝獎/請 IPP Building 頒獎 

行政管理主委/任聿新、社員主委/黃啟嘉、

服務計畫主委/陳毅夫、扶輪基金主委/陳喜

本社第 61 屆、62 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暨第 3085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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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公共形象主委/陳義河。 

秘書/楊代雲、財務/朱文慶、糾察主委/莊順

德、聯誼主委/王茂恭、節目主委/龔逸明、

出席主委/邱昭呈。 

八、 第 61 屆、62 屆社長交接儀式/請 AG Apple

監證 

印信交接→頒發當選證書 

九、 贈送地區總監年度領帶及徽章/請AG 

Apple頒贈 

十、 贈送卸任社長Building紀念品及年度口號

旗/Rush社長 

十一、 介紹新年度職員/Rush社長 

行政管理主委/楊代雲、社員主委/王茂恭、

服務計畫主委/蔡翼鍾、扶輪基金主委/吳偉

誌、公共形象主委/黃啟嘉。 

秘書/李忠賢、財務/龔逸明、糾察主委/朱文

慶、聯誼主委/張照信、節目主委/邱昭呈、

出席主委/陳閔揚。 

十二、 秘書報告/Leo秘書 

十三、 出席報告/Min主委 

十四、 紅箱時間/PP Niwa主委 

十五、 禮成～鳴鐘/Rush社長 

▲聯誼餐敘～感謝新舊任社長聯合宴請 

▲七月份喜慶頌 

祝 壽星～生日快樂、天天開心～ 

10/李泰樹 PP、11/吳偉誌夫人、 

25/林茂益 PP、25/任聿新社長夫人、 

28/吳國政 PP、28/賴淳良社友、 

29/王志豪夫人、29/陳閔揚社友、 

30/王茂恭社友。 

祝 結婚紀念伉儷～鶼鰈情深、永浴愛河～ 

9/許藍山PP伉儷38年、 

30/王志豪社友伉儷26年。 
 

          下週例會預告           

7 月 29 日(星期五)第 3086 次例會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時間：12:20-13:00 用餐-3F 芒種廳 

13:00-14:00 例會-B1 青嵐廳 

節目：1.邀請本社前社長卓建和 PP Attorney 分

享「戰地巡禮、金門騎跡」。 

2.七月份社務行政會議/PE Cardiac 主持 

            秘書報告              

1. 花蓮第一、二分區第2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會

議記錄寄達，已登今日社刊，歡迎參閱，重

點為今年度運動會不舉辦晩宴。 

2. 區辦014號函：請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

(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2023-2024

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本計畫

為期2～6週，必須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申

請辦法、中文申請書、規則同意書、國際營

隊一覽表，均已上傳本社公務群組，有意參

加請向RYE主委PP Color報名。 

3. 花蓮港區社函：為配合慶祝父親節活動，變

更本社8月1日(一)18:30例會地點於大紅蕃

薑母熱炒燒烤旗艦總店合併舉行。 

4. 花蓮縣衛生局邀請本社參加7月28日(週四) 

10:00-10:30於花蓮縣政府大禮堂舉行的花

蓮縣山地鄉C肝微消除成果記者會。 

5. 日本安芸社來信感謝本社寄送7月15日社

刊。 
 

     本社 Golf 球隊 7 月份例賽     

日期：2022 年 7 月 25 日(星期一) 

開球：13:00 花蓮高爾夫球場 

聚餐：18:30 大紅蕃薑母鴨旗艦總店 

花蓮市明智街 69 號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 

Golf/隊長 PPCardiac&總幹事 Mark 聯合敬邀 
 

2022-23年度3490地區訓練講習會 

時間：2022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08:30 報到、09:30 開會、18:00-20:00 餐敘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交通：太魯閣#401/花蓮 06:37-台北 08:42 

太魯閣#252/台北 20:43-花蓮 23:02 

已完成報名 8 位/恕略敬稱： 

社長/任聿新、秘書/李忠賢、 

行政管理主委/楊代雲、公共形象主委/黃啟嘉、

服務計劃主委/蔡翼鍾、扶輪基金主委/吳偉誌、

社區服務主委/林茂益、新社員/劉尚政。 
 

花蓮第一、二分區第2次社秘會記錄    

時間：202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18:00 

地點：花蓮福容大飯店宴會 C 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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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東：花蓮社、花蓮港區社 

主席：二分區助理總監陳昭輝 AG Win 

一、 出席報告：應到 26 人-請假 5 人+列席 1 人 

=出席 22 人(如簽到表) 

二、 主席致詞：花蓮二分區 AG Win(略) 

三、 花蓮一分區 AG Apple 致詞：(略) 

四、 貴賓致詞：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主委 

林若如 CP Likeness 於餐會中報告 

五、 報告事項：(均為公訪事項，故略) 

六、 討論提案： 

案一：花蓮地區歡迎總監一行蒞臨公式訪問案。

(提案人/AG Win) 

說明：1.花蓮各社總監公訪已於 7/11 開始。 

2.依往例提請討論總監公訪時花蓮 11 個

社各社各自迎接接送? 

決議：總監公訪時花蓮 11 個社各社各自迎接總

監公式訪問以及總監團隊接送。 

案二：2022-2023 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籌備

進度案。(提案人/AG Win) 

說明：1.今年主辦社(美侖山社)報告籌備進度、

預算及各社需配合事項。 

2.時間：111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地點：中華國小。 

決議：1.本年度花蓮分區聯合運動會經各社表

決不舉辦晩宴。 

2.相關費用及各項競賽項目仍在籌辦，9

月第三次社秘會時提出預算及計劃。 

案三：花蓮地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11 社

社長聯合致贈地區總監禮品案。(提案人

/AG Win) 

說明：往例於運動會當天聯合致贈地區總監禮

品，禮品費用由 2 位助理總監、2 位地

區副秘書及 11 位社長分攤(預算每人

$1,000 元)，是否比照往例，及由誰負責

採購，請研討。 

決議：1.2 位助理總監、2 位地區副秘書及 11

位社長，預算每人$1,000 元，共計

15,000 元。 

2.請助理總監 陳昭輝 AG Win 負責採購

(各社均列敬贈單位)。 

案四：確認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

點案。(提案人/AG Win) 

說明：111 年 9 月份、由吉安社、中區社值東。 

決議：第三次社長、秘書聯席會時間、地點， 

1.時間：111 年 9 月 16 日(星期五) 

2.地點：永豐活海鮮餐廳。 

六、臨時動議 

案一、提請本年度團隊統一製作制服。(提案人

/菁英社 P. Stanley) 

決議：經各社社長秘書，表決製作 POLO 衫。 

二、餐會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委員會主委林若如

CP Likeness 報告，請支持贊助地區 22-23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WCS)計劃，3490 地區因過去年

度全球獎助金案達成率不達 70%，於 111 年 5

月 1 日起遭 RI 停權，故本年度分配的 DDF 先

用於支持分配在地區獎助金計劃DSG申請案，

懇請各社支持 WCS 計劃五案現金贊助。 
 

     本社第 3084 次例會記實      

歡迎地區總監陳汪全伉儷一行蒞臨公式訪問 

時間：2022 年 7 月 15 日(星期五)13:00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B1 青嵐廳 

主席：社長 Rush      司儀：Archit 主委 

聯誼報告/PP Plant 主委 

1. 歡迎貴賓～ 

1) 地區總監/陳汪全 DG Paul 及夫人李素蓁

Salina 

2) 前總監&副總監/林慶明 PDG Young 

3) 地區秘書長/林忠文 DS Banker 

4) 總監辦公室主任/賴健中 PP Alfa 

5) 總監特助/張祈祿 PP Tile 

6) 花蓮一分區助理總監/包念華 AG Apple 

7) 花蓮一分區地區副秘書/竇桂英 DVS Kelly 

8)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WCS)林若

如 CP Likeness 

9) 地區副公共關係長/李仁傑 PP Mark 

2. 歡迎花蓮社 Rush 社長夫人、Leo 秘書夫人 

3. 今年度社友及夫人生日、結婚三合一禮品已

寄達，將於下週五交接晚會帶到現場贈送，

這期間有空社友也歡迎到我辦公室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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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致歡迎詞/P. Rush 

本社近三個月的視訊例會，今天終於迎來、也

是本屆第一次的實體例會，Rush 社長上午 10

點就與社友們一同到站迎接總監Paul伉儷及團

隊，並表示總監未上任就很轟動，認真、用心、

有能力，受各界敬佩…。早上的社務行政會議

也感謝總監的肯定與鼓勵…。 

 

 

 

 

 

 

 

 

 

 

 

 

 

介紹地區總監/請助理總監 AG Apple 介紹 

花蓮菁英社CP Apple擔任今年度花蓮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今日總監前來本社公訪，特別為我

們介紹Paul總監伉儷，總監簡介、

扶輪經歷及愛心捐獻事蹟都已登

在今日社刊，還有就任的首月總

監月報專輯報導「這是開始、永

遠不會結束」，本社亦原文照登在

今日社刊…。 

 

 

 

 

 

 

 

 

地區總監 DG Paul 致詞暨專題演講 

Paul 總監以詳盡的簡報介紹今年度國際扶輪社

長 Jennifer Jones珍妮佛．

瓊斯、她也是國際扶輪首

位女性社長，以及

2022-23 年度國際扶輪主

題目標和服務理念及講

詞影片。總監也闡述本

3490 地區今年度的服務目標，呼籲各社全支持

配合，特

別是地

區 WCS

計畫，本

地區因

過去年

度的案子達成率未達 70%，於今年 5 月 1 日起

遭 RI 停權，故今年度分配的 DDF 先用於支持

DSG 案，故

請各社支持

WCS 計劃以

現金贊助，也

請踴躍支持

參與地區各

項活動及會

議，包括 2023 年 4 月 22 日在台北南港展覽館

舉行的第 33 屆地區年會…。 

贈送紀念品：總監贈送社長紀念品 

Paul 總監伉儷贈送 Rush 社長伉儷珍貴的合影

照，社長亦回贈伴手禮，為「想像扶輪」的年

度合作，搭起最堅固的友誼。 

 

0 

 

 

 

 

 

 

總監頒發地區聘書 

總監 DG Paul 親自一一

頒贈地區職務聘書，本

社 Rush 社長及前社長

們共 26 位受聘各委員

會主委、副主委及委員

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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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Leo 秘書 

本週秘書報告因總監公訪時間不足，來文已登

當日社刊，不另報告。 

社長報告/P. Rush 

1. 再次感謝總監伉儷及團隊一行前來指導鼓

勵…。 

2. 本週二 Leo 秘書慈母告別式，感謝全體社友

展現扶輪友誼，協助治喪事宜，並參加告別

式。 

3. 因疫情影響，本社第 61 屆、62 屆交接晚會

延至下週五 7 月 22 日合併例會於 17:30 在

翰品酒店舉行，已有 68 位社友及寶眷報名

參加，感謝 61 屆動支 15 萬聯誼經費舉辦摸

彩活動，請大家踴躍參加。 

4. 今年度聯誼喜慶頌禮品除風衣外套外，還有

口罩，以山海形象設計、就是現在我及總監

團隊戴的，感謝 PP Niwa 挑選的圖案，此外

我將贈送每位社友一本書《美伶姐的台灣地

方創生故事》，是一本傳遞動能與感動的書，

作者是花蓮的女兒、國發會前主委陳美伶女

士…，被譽為「地方創生教母」的她，兩年

來風塵僕僕地走訪台灣各地，持續串連資

源…。我也會邀請她來演講…。 

5. 今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 7 月 30 日在新莊典

華舉行，感謝 8 位主委及社友報名參加。 

6. 八月份第一週例會由中午變更於晚上依一

般例會程序在翰品酒店這裡舉行，節目邀請

Rock 社友作職業服務分享，歡迎社友偕同

夫人踴躍參加。 

出席報告/Min 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3 人 

免計出席 6 人 出 席 29 人 

應 出 席 41 人 缺 席 9 人 

 出席率 78%  

我們想念您、期盼下次例會相聚～ 

1. 免計出席：PP Lederkyn、PP Batt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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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 Concrete、PDG TV、PP Grit、Tire。 

2. 補出席：PP Truck、PP Bosch、Mochi。 

3. 缺席：PP Koda、Hao、IF、Barrister、Ray、

Mark、Ortho、Eder、Rock。 

紅箱時間/PP Niwa 糾察主委 

1. 歡迎總監公訪統一喜捐社長 5000 元、社長

當選人 3000 元、秘書 2000 元，社友各 1000

元 43 位，合計 53,000 元。 

2. PP Glass500 元/歡喜協助糾察 

3. PP Niwa1000元/歡喜21年來再次擔任糾察、

以及 62 屆實體例會首次糾察 

4. PP Nose1000 元/歡喜當年推薦 Rush 入社 

5. PP Color500 元/歡喜協助糾察 

6. 職務被代理各 300 元/Arch、Ortho 

7. 來賓註冊及紅箱：DG Paul 總監團隊 8000

元；PDG Young3000 元；AG Apple1000 元；

DVS Kelly1000 元；地區 WCS 主委 CP 

Likeness1000 元；地區副公關長 PP 

Mark1000 元，合計 15000 元 

▲本週紅箱捐款 56,600 元；其他收入 15,000

元。 
 

            社友園地             

戰地巡禮、金門騎跡 

文/卓建和 PP Attorney 

六月十一日參加新北單車社舉辦為期三天二

夜，戰地巡禮、金門騎跡活動。六月十一日上

午九時二十分搭乘華信航空台北至金門，到達

金門尚義機場隨即展開這三天單車行程。 

金門地質屬花崗岩所以海邊都是金色沙灘。

間有狀如龜背之花崗巨石羅列。非常有意境。

從尚義機場海邊遠眺料羅灣讓我想起念書時讀

到一篇文章敘述 823 砲戰軍艦補給都須要從料

羅灣搶灘。如令親眼看到料羅灣真是別有一番

滋味在心頭。 

金門早期生活環境

教為清苦？居民為了

維持生計很多人都渡

海到南洋努力奮鬥、打

拼。等事業有成時會衣

錦還鄉。並回饋鄉里。

加上早期民眾大都不

識字，沒念過書。在他

鄉常常會因不識字而

吃虧。所以金門歸僑回來後會蓋學校，聘老師

教育故鄕之後生。如金水國民小學、睿友學校

等尤其是金水小學。在房舍布署䣓局上就是一

個回字。也代表他們思鄉及落葉歸根之意。歸

僑除了蓋

學校外。

還蓋了許

多美侖美

奐的洋樓。

著名的有

陳景蘭洋

樓、得月樓、薛永南洋樓等。其中陳景蘭洋樓

採用南洋理式建築，加上迴廊真是氣派非凡。 

金門與馬祖列島是保衛台澎金馬最前線，加

上經過 823砲戰

洗禮。在建設金

門防衛軍事設

施都採用地下

化，也造成來金

門一定要參觀

地下坑道。這次

參觀了小金門

九宮坑道，金門翟山坑道、獅山砲陣地，馬山

觀站，船型堡。還有未開放參觀的大口坑道，

金三碼頭(坑道式)。其中規模最大的是翟山坑

道。可停泊 46 艘登陸艦艇。而且每年坑道音樂

節都在此舉

行。另外金山

碼頭是建構

在坑道中的

碼頭，可將儲

存在地下倉

庫的物資直

接在坑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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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上船艇通過坑道從另一邊出海。但這個坑道

最後並未完成。 

來金門一定會吃金門特色美食。有蚵仔麵線，

蚵仔煎。炒泡麵，繼光餅，貢糖。牛肉乾。還

有金門聞名世界的高梁酒。這些美食在這三天

裏我們都分次享受。但因在校情期間。每餐我

們都會用 58 度金門高粱酒來佐餐消毒。 

這次戰地巡禮、騎跡金門，是採用單車做為

交通工具。單車是在當地租用，加上導遊兼領

騎，一輛補给

車，行動非常

方便，讓我們

可以到達最深

入景點的地方。

例如在海邊的

船型堡，塔山

發電廠輸油棧

道橋下之柱林羅列，拍照時就像自己變成網紅。

另外還有太湖三 D 漂浮玩馬線、漂浮船，金門

森林遊樂區巨大高梁酒譚装置藝術。山后民俗

文化村，傳統閩南式建築聚落。這些地方拍照

都很具有特

色。加上導游

及本次活動

主辦人。新北

單車社 CP 二

人都是拍照

高手所以一

路都有專業攝影師幫我們拍照。 

金門還一種名叫夏日精靈，栗喉蜂虎。是每

年四月至九月會蒞臨金門的夏侯鳥、它們會在

沙灘坡崁築巢繁�後

代。並等雛鳥會飛行後

再一起離開。金門國家

公園為讓民眾欣賞及

保護栗喉蜂虎。在青年

農莊設置營巢土坡讓它們築巢並裝設迷彩的賞

鳥通道及賞鳥平台。讓民眾可以近距離欣賞又

不會干擾它們。我們這次也有欣賞到。真的很

壯觀的景象。 

在金門以單車做為旅遊交通工具非常適合。

首先金門島加小金門面積不大。道路建設也很

發達，加上經過幾十年的綠化造林讓金門每條

道路兩旁都是林蔭遮日，而且路上車輛並不多，

路況良好每個景點之間距離的不遠。雖有部分

道路上下起伏但皆是增加騎乘自行車的樂趣。

並不會

造成體

力超過

負荷。綜

合以上

疫情期

間出國

不易。但

我們還是可以安排一些小旅行，在本島或外島

有那些地方想去而還未去。或想舊地重遊的地

方。三兩好友或揪團皆宜趁還有體力。有活力，

有動力出外旅行吧！ 

有動力出外旅行！ 

 

 

 

 

 

 
 

   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委文告    

2022 年 7 月/摘自台灣扶輪月刊 

我們的奉獻積沙成塔 
身為會計師，我透過

收入與支出的透鏡來

看世界。我們今天可以

精確為明天做規劃。我

的職業也教會我數

字——那些收入與支

出——有時可以述說

出很棒的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便是扶輪基金會：它帶給世界

的——從最初 26.5 美元的有限捐款出發——

稱得上精彩非凡。 

1918 年，這筆錢——當年在密蘇里州堪薩斯

市舉辦的扶輪年會的剩餘款——在 1916-1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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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國際扶輪社長阿奇‧柯藍夫(Arch Klumph)

的建議下，成為資助在世界行善的資金。這筆

資金在 1947 年前都成長緩慢，直到扶輪創始

人保羅‧哈里斯辭世，捐款大量湧入向他致敬。

那一年，扶輪基金會支持了 18 位學生的獎學

金——乃是未來豐功偉業的第一個徵兆。 

後來，基金會擴張，提供團體研究交換等計

畫及人道獎助金，影響世界各地社員及社區的

生命。1979 年，一筆大型獎助金協助讓菲律賓

630 萬名兒童服用小兒麻痺疫苗，促成了根除

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在 1985 年成立。 

扶輪根除小兒麻痺的工作——讓野生株小

兒麻痺的病例數從 1988年每日估計 1,000例減

少到 2021 年全年 6 年——乃是非政府組織有

史以來進行過目標數一數二弘遠的人道計畫。

光是這個成功故事便顯示出扶輪及其基金會

的重要性及廣泛的影響。 

或許更令人驚嘆的是根除小兒麻痺僅是基

金會工作的一部分。 

今天扶輪基金會已經成長為一個數百萬美

元的慈善機構。我們健全的資金模式給予地區

彈性可選擇他們想要支持扶輪的哪些方

面——根除小兒麻痺、獎學金、地區獎助金、

全球獎助金等等。今天的基金會透過災害救助、

預防疾病、和平教育等領域影響全世界。 

扶輪的每個人都是這個偉大傳承的一部分；

讓它繼續維持是你我的責任。今年，保管委員

設定的捐款目標是 4 億 3,000 萬美元。我知道

這個期望很高，可是我也知道我們社員可能成

就的有多少。 

要達成此目標，我們將如同以往一起合作，

每社每人都盡一己所能慷慨解囊。如此一來，

我們便可確保我們達到我們弘遠但可行的目

標，讓我們的基金會更上一層樓。 

 

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委 

          國際扶輪一瞥           

至 2022 年 6 月 15 日止 

一、扶輪社 

社員人數:1,209,069 社數:37,135 

二、扶青社 

社員人數:230,611  社數:11,304 

三、扶輪少年服務團 

團員人數:411,585  團數:17,895 

四、扶輪社區服務團 

贊助夥伴人數:213,900*  團數:12,203 

*為 2018 年 1 月 31 日數字/資料來源:國際扶輪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7/25(一)13:00本社Golf球隊7月份例賽於花

蓮球場開賽，18:30 大紅蕃薑母鴨旗艦總

店聚餐。 

7/29(五)12:20 本社第 3086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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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5(五)18:20 本社第 3087 次例會女賓晚會

暨 8 月份喜慶會於花蓮翰品酒店舉行，節

目邀請劉尚政Rock社友職業服務專題演

講。 

8/12(五)12:20 本社第 3088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為扶輪知識分享；例會

後原地召開 8 月份理監事會議。15:00 社

館中元普渡拜拜。 

8/16(二)13:00 本社 Golf 球隊隊長盃賽於花

蓮球場開賽，聚餐待定。 

8/19(五)12:20 本社第 3089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邀請前社長陳義河 PP 

Highway 職業服務專題演講、暨八月份

社務行政會議。 

8/26(五)18:00 本社第 3090 次例會暨兄弟社

聯合續盟晚會(本社主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