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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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期社刊   2022 年 8 月 12 日第 3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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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例會節目            

8 月 12 日(星期五)第 3088 次例會  

節目主講人：扶輪知識主委許藍山 PP House 

講題：扶輪知識分享～花蓮扶輪社(Hualien 

Rotary club)的由來 

▲例會後原地召開八月份理監事會議，請全體

理監事於會後留步參加/恕略敬稱： 

任聿新、李忠賢、龔逸明、邱錫樑、楊代雲、

游文達、黃啟嘉、張照信、王茂恭、蔡翼鍾、

吳偉誌。朱文慶、林茂益、顏思仁。 

▲今日 15:00 於本社社館大門口配合全體住戶

舉行中元普渡拜拜，歡迎全體社友及夫人一

同參加。 
 

          下週例會預告           

8 月 19 日(星期五)第 3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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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邀請本社前社長陳義河 PP Highway

職業服務專題演講「我的舖築人生」 

二、八月份社務行政會議／PE Cardiac

主持 

            秘書報告              

1. 本社8月26日(五)原中午之第3090次例會為

配合舉辦兄弟社續盟晚會，變更於同日晚上

5:30在花蓮翰品酒店2樓彩蓮廳合併舉行。 

2. 本社9月2日(五)原中午之第3091次例會為

配合舉辦中秋聯歡晚會，變更於同日晚上

5:30在莊順德前社長PP Iron位在鹽寮的全

新民宿「海景軒民宿」合併舉行，依例邀請

花蓮扶青社員參加。 

3. 區辦017號函：2023年墨爾本國際扶輪年會

將於2023年5月27日-5月31日在澳洲墨爾本

羅德·雷佛競技館(Rod Laver Arena)與墨爾

本會議及展覽中心(Melbourne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er)舉行，屆時全世界社

友齊聚一堂交流聯誼，希望諸位社友及寶尊

眷勿失良機，踴躍報名參加此一難得的國際

扶輪盛會。請盡量在2022年12月15日前向

RI註冊報名。 

4.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010號函：2023-24年度

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已開始受理申請，請轉

知國外姊妹社或友好社踴躍推薦優秀青年

來台留學，以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 

5. 花蓮港區社函：原訂9月5日(一)例會變更於9

月3日(六)18:00於香又香便當調查局戶外廣

場合併舉辦中秋聯歡晚會暨表揚金榜題名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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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花蓮、基隆南區社兄弟社續盟 

暨本社第 3090 次例會 

時間：202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 

17:30 報到聯誼、18:00 例會及續盟晚會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2 樓彩蓮廳 

▲來賓人數及行程： 

基隆社：10 位，17:21 抵達，22:00 返回 

宜蘭社：20 位，16:36 抵達，22:00 返回 

基隆南區社：13 位，17:21 抵達，22:00 返回 

▲花蓮社目前報名 45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2、李泰樹 1、游文達 1、林茂益 1、

葉平南 2、張乙朝 1、朱文慶 2、林東成 2、

呂金晃 2、黃啟嘉 1、張照信 2、顏思仁 2、

卓建和 2、楊代雲 1、莊順德 1、李忠賢 2、

何玉崑 1、趙瑞平 1、邱錫樑 2、傅星衡 2、

蕭旺生 1、陳毅夫 1、王茂恭 1、蔡耀德 1、

蔡翼鍾 1、宋達泉 1、邱昭呈 2、吳偉誌 1、

龔逸明 1、黃忠義 2、陳閔揚 1、劉尚政 1。 
 

    本社 2022 年中秋聯歡晚會     

暨本社第 3091 次例會 

時間：2022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海景軒民宿/壽豐鄉鹽寮 200 號 

人員：敬邀社友偕同寶眷踴躍報名參加，亦依

例邀請花蓮扶青社員參加。 

▲目前報名 59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4、李泰樹 3、吳國政 2、游文達 3、

葉平南 2、張乙朝 1、朱文慶 2、林東成 2、

黃啟嘉 1、張照信 2、顏思仁 2、莊順德 1、

李忠賢 5、何玉崑 1、趙瑞平 1、邱錫樑 2、

傅星衡 2、蕭旺生 2、葉進益 3、陳毅夫 1、

王茂恭 2、宋達泉 1、邱昭呈 4、吳偉誌 4、

鄭志偉 1、黃忠義 4、劉尚政 1。 
 

本社 62 屆聯誼秋之旅~北台灣歡樂遊 

日期：2022 年 9 月 18 日～20 日(日、一、二) 

承辦：明利旅行社 趙小姐 03-8466999 

費用：1.每名約 6,800 元。 

2.另由本社支應遊覽車、門票、保險、

行政雜支、及一餐，也感謝社長招待

一餐。 

報名：詳細行程另傳公務群組，敬請於八月底

前踴躍報名參加。 

第一天 9 月 18 日 星期日 

08:30 花蓮火車後站集合出發、沿途風光->和平

台泥 DAKA 園區->蘇澳服務區->12:00 宜蘭午

餐->14:10 林安泰古厝->15:40 台北圓山大飯店

西密道->18:00 晚餐-社長招待/台北圓山大飯店

->夜宿/台北圓山大飯店 

第二天 9 月 19 日 星期一 

08:00晨喚及早餐->10:00飯店出發->10:30八斗

子漁港->11:50 基隆午餐->13:20 正濱漁港彩虹

屋->14:30 和平島->17:00 汐止那米哥宴會廣場，

參加基隆社第 3500 次例會慶祝會->20:20 離開

會場->夜宿/台北君悅酒店 

第三天 9 月 20 日 星期二 

06:30晨喚及早餐->08:30飯店出發->09:20陰陽

海+黃金瀑布->10:10 九份老街->11:30 午餐

->14:30 Healtdeva 赫蒂法莊園->18:30 晚餐-本

社招待/花蓮洄瀾灣景觀餐廳->賦歸…結束三

天兩夜的愉快旅遊行程，返回溫馨的家 

▲目前報名 10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3、張照信 2、莊順德 1、邱錫樑 2、

傅星衡 2。 
 

     本社第 3087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8 月 5 日(星期五)1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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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花蓮扶青社秘書林晚屏Wanwan、社區主

委林大程Hector。 

2. 歡迎夫人參加：P. Rush夫人、S. Leo夫人、PP 

Stone夫人、PP Color夫人、IPP Building夫人、

Kevin夫人。 

3. 大家關心PDG TV住院手術治療，因有人數限

制，不便到院慰問，明天如果出院，再和社長

及社友們去慰問。 

4. 本屆秋之旅定案為9月18日至20日，北台灣三

天兩夜歡樂遊，其中19日晚上到台北汐止參加

基隆社邀請參加的第3500次例會慶祝會，請於

八月底前踴躍完成報名。 

秘書報告/Leo秘書 

1. 報告來文...(已登當日社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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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時間 

一、扶輪家庭主委Kevin： 

今年度第一場寶眷聯誼活動舉辦中秋限定烘焙

課程「青梅蜜香紅國王派」，在花蓮市明禮路

22-2號的款款烘焙舉行，有知名的法式甜點主

廚指導，名額20名，歡迎社友鼓勵夫人參加。 

節目時間 

本週節目邀請本社劉尚政Rock社友作職業服

務專題演講，Rock社友年輕又熱情，目前是寶

興建材行負責人，認真又負責的工作態度，深

受社友及業界肯定和稱讚，受邀分享專業，非

常用心的製作簡報，分享「建築建材的起源與

未來發展」主題，也分享他大學畢業選擇回到

花蓮家鄉接掌家族事業的心路歷程…，有守有

為，積極開創新格局，令人激賞。 

 

 

 

 

 

 

 

 

社長報告/P. Rush 

1. 感謝 Rock 社友精彩的分享，他是一個非常

認真努力的青年，也是第一位由扶青社加入

母社的社友，還需大家多多栽培。 

2. 今天非常開心第一次晚上例會，大家都能支

持，希望未來夫人能至少來一桌以上…。 

3. 下週五例會節目有勞 PP House 再次作扶輪

知識分享。同時例會後原地召開八月份理監

事會，有比較多事要討論，包括 Barrister 申

請退社；基隆社邀請參加 9/19 第 3500 例會

慶祝；本社例會地點因應翰品重建須遷移；

提報 2024-25 年度花蓮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

人選，社友如還有其他提案，歡迎提前告知

秘書，以便一併討論。 

4. 今年度中秋晚會確定在 PP Iron 在鹽寮的新

建民宿，晚餐菜色邀請有廚神美譽的名廚師

設計的菜色，美酒佳肴讓大家滿意，也感謝

Wagyu 加碼備肉料，要給大家一個美好的團

圓夜。因路程較遠，我們打算租遊覽車去回，

待研討停車點後再公佈給大家。 

5. 未來每個活動我想讓四個爐邊會爐主頭來動

員社友參與，所以今天社刊登載各分組名單，

中秋晚會就要開始動員，請 4 位組長 PP John、

PP Color、PP Nose、Max 協助邀約社友，/1

截止統計，最多人參與組，我們預計增加獎

勵品…。 

6. 本月底 8/26 本社主辧兄弟社續盟典禮，感謝

主委及相關主委積極籌辦中，當天要唱王中

平「情義」，這首歌很符合結盟兄弟社的氣氛，

有可能往後續盟都會大合唱，故今起連續 3

週社刊登歌詞練唱，MV 也會放在群組供大

家隨時練習，拜託大家一起動員，做好地主

之誼。 

 

 

 

 

 

 

 

出席報告/Min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9 人 

免計出席 5 人 出 席 25 人 

應 出 席 42 人 缺 席 8 人 

 出席率 81%  

我們想念您、期盼下次例會相聚～ 

1. 免計出席：PP Lederkyn、PP Battery、 

PDG TV、PP Grit、Tire。 

2. 補出席：PP Truck、PP Sand、PP Koda、PP 

Attorney、PP House、PP Highway、PP Bosch、

Volvo、Ortho。 

3. 缺席：PP John、Hao、Mochi、Surgeon、Barrister、

Ray、Mark、Eder。 

PP Concrete 

買時間與大分享，這屆的

Rush社長很用心，點子多、

創意足，每次開會內容都

有心安排，一些創新的想

法，盼大家能多支持，剛

才PP Robin對分組有意見，

也可立即提出，改變也能陸續修正，讓大家來

適應…。 

紅箱時間/PP Niwa糾察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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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次晚上例會成功統一喜捐：社長 3600

元、社當 2600 元、秘書 1600 元、社友各 600

元 x42 位，計 33,000 元 

2. PP Concrete/1000 元/買時間談閒話 

3. PP Niwa/500 元/謝謝 Rock 社友演講 

4. PP Plant/500 元/歡喜 Rock 稱讚 

5. PP Color/500 元/歡喜 Rock 精彩演講 

6. PP Robin/200 元/電話 

7. P. Rush/1000 元/新店開幕 

8. Kevin/2500/感謝社友支持國風陽光基金歡

喜；買新車歡喜 

9. Archit/300 元/社友分享禮物準備不及 

10.Min/200 元/今天有弗慢到抱歉 

11.Rock/500 元/稱呼未注意 

12.職務被代理/各 300 元/Ortho 

▲本週紅箱捐款 40,500 元。 
 

       花蓮扶輪社的由來           

8 月 12 日例會扶輪知識分享「花蓮扶輪社

(Hualien Rotary club)的由來」 

主講人/扶輪知識主委 PP House 

國際扶輪編號：16422 

國際扶輪地區(District)：3490 地區 

輔導母社(Sponsor Club)：基隆扶輪社 

輔導母社社長(President)：基隆扶輪社 徐人壽 

臨時社成立：1960/10/15 

扶輪總社批準：1961/4/13 

創社授證日(Charter Ceremony )：1961/5/14(今

年為第 62 屆，2022/7/1~2023/6/30) 

創社社長(Charter President (C.P.))：林千種 

P.D.G. Forest 

 姊妹社(Sister club) 針對國外地區『兄弟社』

的稱呼 

1967/11/02- 2590 地區日本橫濱西扶輪社 

1971/05/14- 2630 地區日本鳥羽扶輪社 

1978/05/12- 2710 地區日本下關北扶輪社 

2000/12/16- 3350地區泰國 Patumwan扶輪社 

 金蘭社 依據扶輪用語並無此名稱，僅是國

內的用語稱呼 

1990/09/22- 3482 地區台灣台北北門扶輪社 

 兄弟社 依據扶輪用語並無此名稱，僅是國

內的用語稱呼 

1994/03/19- 3490 地區台灣宜蘭扶輪社 

2013/08/17- 3490 地區台灣基隆南區扶輪社 

 友好社 

1980/03/15- 2670 地區日本安芸扶輪社 

1980/11/22- 2530 地區日本郡山東扶輪社 

1981/10/28- 2610 地區日本高岡西扶輪社 

1984/12/03- 3310 地區新加坡 Tanglin 扶輪社 

 輔導子社 

1964/12/12- 3510 地區台灣台東扶輪社 

1970/04/20- 3490 地區台灣玉里扶輪社 

1977/06/06- 3490 地區台灣花蓮港區扶輪社 

1980/12/06- 3490 地區台灣吉安扶輪社 

1989/04/24- 3490 地區台灣花蓮東南扶輪社 

2008/03/29- 3490 地區台灣花蓮扶輪青年服

務社 

 P.S.通常兩社之間會先締結為「友好社」，並

開始交流、聯誼及共同服務，在相互了解且

雙方均認同的前提下，就會進一步締結為金

蘭社(兄弟社) 或姊妹社。其中與國內的締盟

社稱為金蘭社(或兄弟社)，而與國外的締盟

社則稱為姊妹社。兩社締盟、年限需經社的

理事會或社員大會的決議後才能執行。 

 花蓮扶輪社的特有規定 

1. 要擔任社長是依照入社日期的先後排定，

必需連續三年從秘書、社當至社長；若當

時無法擔任，可暫跳掉，但需從新再輪排，

依此類推‧ 

2. 依當屆聯誼公約的規定，由擔任聯誼主委

來進行聯誼(詳社員手冊)‧ 

3. 依當屆糾察公約的規定，由擔任糾察主委

來進行進行糾察(詳社員手冊)‧ 

4. 每週五 12：20 用餐，13：00 開會，14：

00 結束‧由 62 屆開始每月第一個週五進行

女賓夕及喜慶頌，時間另行通知‧ 

 英文名詞說明： 

Rotary International (R.I.) 國際扶輪 

Rotary Club (R.C.) 扶輪社 

District 地區 

Charter 授證 

Charter Ceremony 授證典禮 

District Conference 地區年會 

Join Meeting 聯合例會 

Official Visit of District Governor 地區總監公

式訪問 (總監公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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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formal Meeting; Fireside Meeting 懇談會;爐

邊會 

Charter President (C.P.) 創社社長 

Charter Member 創社社員 

Attendance 出席 

Fellowship 聯誼 

President  社長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I.P.P.) 甫卸任之社長 

Past President (P.P.) 前社長 

President Elect (P.E.) 社長當選人 (社當)  

Vice President (V.P.) 副社長 

Secretary (S.) 秘書 

Sergeant at Arms 糾察 

Treasurer 司庫(財務) 

Rotarian (Rtn.) 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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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社長文告           

2022年8月/摘自台灣扶輪月刊 

就從邀請開始 

我們每個人成為扶

輪成員的過程都不盡相

同。有些人加入是因為

父親曾是扶輪社員。我

們有些人入社是因為老

闆拍拍我們的肩膀，叫

我們參加例會。還有些

人是在美國最高法院一

項裁決之後才得以成為社員。然而，我們每個

人都是透過一項機制而加入——邀請。 

一項釋放我們的想像力，讓我們知道每件

事、任何事都有可能的邀請。我們每個人都有

同樣的機會——提出邀請的榮耀。 

我們可以檢視我們社區各界，找出我們未

來的領袖，光是想像就令人肅然起敬。我們很

容易去吸引與我們完全相像的人。能夠去思考

看似與我們不同，事實上卻與我們有相同的價

值觀，有部分同樣的天分——只是有待發

揮——便是一種獨創性。 

扶輪現在就應該更進一步促進組織內各層

面的多元、平等及包容。 

支持一個讓人感覺到被包容的體驗，並不

只是讓我們的社員更多元化而已。重點在讓我

們的例會及活動可以讓人開誠布公與彼此交談，

讓我們的社員感覺到受歡迎，有安全感。這表

示移除加入的障礙，開啟包容的大門。我們的

價值觀依然是我們的優點——而我們對卓越的

承諾讓我們對社員也必須維持高標準。 

我相信我們都有決心要在扶輪各層面增進

多元、平等及包容。這源自於我們組織最根深

蒂固的傳統，它會確保我們在未來幾十年保持

活力及重要性。 

幾年前，我們扶輪理事會設定一項弘遠的

目標，要在2023 年前將女性社員的比例提高到

30%。我們還剩不到一年的時間，可是我相信

我們能夠達成目標，甚至超越目標。 

我們需要各大洲、各個文化、各種信仰的

扶輪領袖挺身支持。我們需要年輕的社員及心

態年輕的思考者來承擔更重要的角色及責任。

我們需要以對資深社員同等的熱切、同等的尊

重，來傾聽新的扶輪成員。 

在我們最近的休士頓年會期間，我們聽到

太空人談論他們的太空旅程。我們回顧在1960

年代，當時的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呼籲世界

要做夢，並宣布我們會「做登上月球這樣的事

情，不是因為它們容易，而是因為它們很困難。」 

讓扶輪全力投入多元、平等及包容，並達

成我們弘遠的社員目標，可能像登月一樣看起

來遙不可及。可是我知道當採取行動的人投入

一項重大目標，我們必定會讓每一分付出都有

成果。 

珍妮佛·瓊斯 JENNIFER JONES/國際扶輪社長 
 

       國際扶輪最新消息           

台灣扶輪月刊譯2022-8-9 

美國賓夕法尼亞州麥克默

瑞扶輪社的禹何其 Stephanie 

A. Urchick 已由社長提名委員

會選為 2024-25 年度國際扶輪

社長，此一決定將使她成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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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位擔任該職的女性。若無挑戰候選人，她將

於 10 月 1 日被宣佈為社長提名人。 

隨著世界面臨種種令人難以置信的挑戰，

包括 COVID-19 新冠病毒疫情、氣候變遷引發

的災難、以及許多區域發生的衝突，禹何其說，

扶輪的領導可以提出克服這些挑戰的願景和計

畫。 

「扶輪的領導為度過及終結關鍵挑戰而採

取的措施，通常使我們的組織更強大、並在因

應未來事件時更有彈性，」禹何其說 「當扶輪

社員以同為採取行動的人士，齊心協力服務及

解決危機時，這種必要的領導也創造了新的合

作境界，即使在競爭對手之間也是如此。」 

禹何其說，將區域化定為優先事項至關重

要。 

禹何其說「因為扶輪在 200 多個國家與區

域運作，因此必須認知，只要了解區域的差異

如何影響扶輪社員合作的方式並採取因應之道，

本組織有潛力變得更有效率及更有效能，來提

供服務、提倡誠信，促進世界瞭解、親善與和

平。 

禹何其是Doctors at Work LLC這間諮詢及

訓練公司的合夥人兼運營長。她擁有賓州印第

安納大學領導力研究的博士學位。她活躍於多

個社區理事會與委員會，並曾受到「國際崇她

社」(Zonta International)及「美國革命之子」等

組織的表彰。 

禹何其自 1991 年成為扶輪社員迄今，曾旅

赴越南幫助建造一所小學，也曾到多明尼加共

和國安裝濾水器。她修習數種斯拉夫語，曾指

導烏克蘭的新扶輪社員，並協調在波蘭辦理的

扶輪基金會獎助金服務專案。 

禹何其曾擔任過扶輪的許多職務，包括理

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扶輪策略計畫委員

會主委及扶輪基金會百週年慶委員會主委。她

目前服務於選舉審查委員會及營運檢討委員會。

她是扶輪基金會巨額捐獻人及遺贈會會員。 

             練習曲              

情義             王中平&陳茂豐 
窗外雨袂停  秋風猶原冷 

想起那當時  你甲我放蕩ㄟ心情。 

經過這多年  是是非非ㄟ過去 

你我ㄟ情義  永遠攏放底心肝頂。 

坎坷ㄟ人生  生命ㄟ過程 

因為有你來相挺  人生才有勇氣。 

社會ㄟ現實  人海ㄟ浮沉 

毋管悲傷還是快樂  你攏甲我站鬥陣。 

咱ㄟ情  咱ㄟ義  毋是講就講ㄟ明 

好壞咱攏行鬥陣  用生命博感情。 

咱ㄟ情  咱ㄟ義  毋是算就算ㄟ清 

咱可比是親兄弟  互相鼓勵打拼好前程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8/16(二)13:30 本社 Golf 球隊隊長盃賽於花

蓮球場開賽，18:30 於芳村餐廳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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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舖築

人生」、暨八月份社務行政會議。 

8/20(六)13:00-16:00 本社第 1 場寶眷聯誼活

動「青梅蜜香紅國王派」，在款款烘焙(花

蓮市明禮路 22-2 號)舉行。 

8/26(五)18:00 本社第 3090 次例會暨兄弟社

聯合續盟晚會於花蓮翰品酒店 2 樓彩蓮

廳舉行。 

9/02(五)17:30 本社中秋聯歡晚會暨第 3091

次例會暨九月份喜慶頌，到 PP Iron 位於

鹽寮的海景軒民宿舉行。 

9/16(五)12:20 本社第 3092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例會後原地召開 9 月份理監

事會議。 

9/23(五) 12:20 本社第 3093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