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3 屆地區年會議程 日期：102 年 4 月 13 日(星期六) 地點：花蓮德興運動公園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迎賓註冊迎賓註冊迎賓註冊迎賓註冊(08:30~10:40)(08:30~10:40)(08:30~10:40)(08:30~10:40)                                                                                                                      08:30~10:40 註冊、聯誼 聯誼組、註冊組 09:30~10:10 迎賓舞表演 海星高級中學  09:40~11:00 開始用餐 膳食組    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開幕式及第一次全會(10:45~14:00) (10:45~14:00) (10:45~14:00) (10:45~14:00)                                                                     11:00~11:30 社友進場   11:30~11:58 (1)旗幟進場                                                     (2)地區團隊伉儷進場     (3)各分區助理總監伉儷進場、地區副秘書伉儷進場、         各扶輪社社長伉儷進場     (4)姊妹社社員進場     姐妹社國旗、姐妹社   (5)前受獎人協會會長及會員進場   11:30~11:58 (6)GSE 主委、GSE 團長暨團員進場     (7)RYE 主委、委員、RYE (Inbound)學生   11:58~12:00 RI 社長代表國國旗進場     RI 社長代表伉儷及進場 RIPR 諏訪 昭登(Akito 
Suwa) 12:00~12:10 (1)鳴鐘開會(2)唱國歌(3)扶輪歌頌(4)追思已故社友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12:10~12:15 介紹蒞會貴賓及國外姊妹社、國內兄弟社 司儀: 12:15~12:20 (1)年會主委致歡迎詞 地區年會主委 蕭崎昌12:20~12:30 (2)地區總監致歡迎詞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12:30~12:33 (3)介紹 RI 社長代表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12:33~12:53 (4) RI 社長代表致詞 RIPR 諏訪 昭登(Akito 
Suwa) 12:53~12:58 (5)貴賓致詞 RI 社長提名人 黃其光 12:58~13:01 (6)國外姊妹社代表致詞 姐妹社社長 13:01~13:16 (7)介紹來訪 GSE 團長及團員及 GSE 團長致詞 GSE 主委 張煥章 PP 13:16~13:21 (8)D5960RFE 友誼交換出訪報告 RFE 主委 陳明理 CP 13:21~13:29 (9)介紹 RYE 團員曁 Outbound 授旗 RYE 主委 周信利 PP 13:29~13:53 (1)地區區務報告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13:53~13:56 (2)地區年會秘書報告 地區秘書 張志賢 DS 13:56~14:00 大合照時間   14:00 鳴鐘閉會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14:00~14:30 茶點時間   第二次全會第二次全會第二次全會第二次全會  (14:30~19:20)                           (14:30~19:20)                           (14:30~19:20)                           (14:30~19:20)                           司儀司儀司儀司儀：：：：                                                       迎賓 : 銅門國小    14:30 鳴鐘宣佈開會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4:30~14:33 介紹專題演講人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4:33~15:13 專題演講 主講人: 經濟部長 施顏祥 15:13~15:20 介紹分組討論、提案討論會主持人、引導 司儀介紹 15:20~15:30 移動至提案討論會及分組討論會場地 糾察組、聯誼組、扶青團引導 15:30~16:30 (1)分組討論 各組主持人   (2)提案討論 前總監 賴正時 PDG Victor   (3)地區領導人研討會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主委 黃仁宏 PP Telephone16:30~16:42 移動回大會場地  迎賓舞:花蓮高級農校 16:42~17:12 (1)提案討論會報告(5 分鐘) 提案討論會報告人   (2)分組討論會報告(每組 3 分鐘) 分組討論會報告人   (3)頒贈各組主持人、引導人、報告人感謝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7:12~17:42 頒獎表揚(一)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R.I.獎項 RIPR 諏訪 昭登(Akito Suwa)       超我服務獎 前總監 姚啟甲 PDG Kega       有功服務獎 前總監 賴正時 PDG Victor       扶輪建造者獎 10 社   (2)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理事長賴正成 PDG   (3)扶輪永續服務貢獻獎     (4)總監特別獎(扶輪社)   17:42 鳴鐘閉會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7:50~19:20 晚宴 RYE表演、俺驗樂團演出 地點：花蓮德興運動公園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扶輪之夜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30)                                                                                            19:30~21:30 扶輪之夜(介紹總監家庭)    日期：102 年 4 月 14 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德興運動公園 (花蓮市達固湖灣大路 23 號)  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第三次全會及閉幕式  (08:40~12:00)   (08:40~12:00)   (08:40~12:00)   (08:40~12:00)                                                                    08:40~09:00 社友進場   09:00~09:10 扶輪歌頌   09:10 鳴鐘開會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09:10~09:20 介紹 2013西班牙里斯本國際年會 前總監 李進賢 PDG E.N.T. 09:20~09:22 (1)介紹 2013-2014 年度總監當選人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09:22~09:27    2013-2014 年度總監當選人致詞 總監當選人 吳維豐 IDG David 09:27~09:29 (2)介紹 2014-2015 年度總監提名人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09:29~09:32    2014-2015 年度總監提名人致詞 總監提名人 洪清暉 DGN Ortho 09:32~09:34 (3)介紹 2015-2016 年度總監提名人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09:34~09:45 RI現況報告 RIPR 諏訪 昭登(Akito Suwa)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會務介紹 09:45~09:55   ★頒發中華扶輪統一捐款百分百捐獻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黃慶淵PDG Kent 09:55~10:00 頒發中華扶輪獎學金 地 區 中華扶 輪基金 主 委  林松輝       頒獎表揚(二) (1)總監特別獎(社員個人) 10:00~11:18 (2)各扶輪社服務成果表揚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1:18~11:30 介紹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主委 司儀   新扶少團介紹 扶少團主委 顏鴻順 PP Smooth   花蓮高農扶輪少年服務團-花蓮港區社輔導 (新扶少團請團長、副團長、秘書出席)   新泰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新莊東區社輔導   11:18~11:30 羅東高商扶輪少年服務團-羅東西區社輔導 (新扶少團請團長、副團長、秘書出席)   花蓮高商扶輪少年服務團-吉安社輔導     宜蘭中道扶輪少年服務團-宜蘭東區社輔導   (1)RI 社長代表結語 RIPR 諏訪 昭登(Akito Suwa) 11:30~11:40 (2)贈送 RI 社長代表紀念品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1:40~11:50 地區總監致閉幕詞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11:50~12:00 2013-2014 地區年會邀約 總監當選人 吳維豐 IDG David 12:00 鳴鐘閉會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惜別午餐會惜別午餐會惜別午餐會惜別午餐會  (12:10~14:30)  (12:10~14:30)  (12:10~14:30)  (12:10~14:30)                            司儀司儀司儀司儀：：：：    (1)餐敘、聯誼 司儀 (2)地區年會盃高爾夫聯誼賽頒獎 年會高爾夫球主委 蕭毅群 PP Ivan 12:10~14:30 (3)摸彩 地區總監 林慶明 DG Young 
 

※※※※請參請參請參請參加之社友們注意分組討論參加之組別加之社友們注意分組討論參加之組別加之社友們注意分組討論參加之組別加之社友們注意分組討論參加之組別，，，，並於分組討論時間出席各分組討論會並於分組討論時間出席各分組討論會並於分組討論時間出席各分組討論會並於分組討論時間出席各分組討論會！！！！ 



 
 
 

  例會事項報告      3 月 28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1 名     
   出席人數:…………30 名                 

    出國人數:…………1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8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76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gs、Bearing、Cavin、 
BM、Civil、Chef、CNC、House、Jeff 
Water、Pin Jer、All Line、Sam、 
Whole、Pag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bsorber、Blower、Hardwaer、LED、 
Manpower、Media、Michael、Paul、 
Thermo、Trading、Winner、Wood、 
Yico、Tim、Justi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Archi、Barcode、Bed、 
Machine、Wine、Ric、Rich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Jaysjinnet 社友      講師 
     黃萬盛 伉儷          本社 
     張秀枝 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6 卷第 31 期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1 日出刊  

第第第第 88883434343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分整，由代理社長 I.P.P.Valve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本社 Jaysjinnet 社友，感謝他將為我們帶來精采的演

講，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台灣天書科技(股)公司 黃萬盛伉儷、帝寶生醫股
份有限公司 張秀枝小姐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Banker 社友、House 社友夫人陳淑禎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4,000 元，由於紅箱累計金額以達本年度編列預算，因此往後例會紅箱不另收
取，但生日與結婚週年歡喜之社友紅箱仍可依個人意願自由認捐！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I.P.P.Valve 3,000 2. P.P.Building 1,000 
3. 秘書 Green 1,000 4. 社長當選人 Spring 1,000 
5. 社長提名人 ChiangJi 1,000 6. 社友 Agent 1,000 
7. 社友 Importer 1,000 8. 社友 Jaysjinnet 4,000 
9. 社友 Lawyer 1,000    

小計：14,000 元 
承上期：568,200 元 

    
3490349034903490 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地區第 23232323 屆地區年會火車資訊屆地區年會火車資訊屆地區年會火車資訊屆地區年會火車資訊    

4/13(4/13(4/13(4/13(六六六六) ) ) ) 去程去程去程去程    4/14(4/14(4/14(4/14(日日日日) ) ) ) 回程回程回程回程    
5934 車次    5939 車次    

    樹林站發車：06：39 
板橋站：06：48 
台北站：07：02 
八堵站：07：29 

    花蓮站抵達：09：49 

花蓮站發車：15：33 
八堵站抵達：17：59 
台北站抵達：18：31 
板橋站抵達：18：43 
樹林站抵達：18：49 

乘車座位：第七車 39 號-44 號 
乘車座位：第八車 05 號-55 號 

乘車座位：第十車 35 號-44 號 
乘車座位：第十一車 05 號-55 號    

※ 請搭車人員請搭車人員請搭車人員請搭車人員 4/134/134/134/13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6:206:206:206:20 於板橋火車站售票口前集合出發於板橋火車站售票口前集合出發於板橋火車站售票口前集合出發於板橋火車站售票口前集合出發，，，，並記得攜並記得攜並記得攜並記得攜
帶帶帶帶扶輪專列車公文及列車租用確認單扶輪專列車公文及列車租用確認單扶輪專列車公文及列車租用確認單扶輪專列車公文及列車租用確認單，，，，若需自行前往請事先告知若需自行前往請事先告知若需自行前往請事先告知若需自行前往請事先告知！！！！    

    

本週節目~健康知識講座 
講師：周清吉 醫師 
講題：快活 慢活 樂活的人生 
      ~認識心臟病 
學經歷： 
※ 台灣大學醫科畢業 
※ 台大醫院內科住院醫師 
※ 美國凱撒醫療機構心臟內科 
講題概要： 

心臟為我們做了甚麼心臟為我們做了甚麼心臟為我們做了甚麼心臟為我們做了甚麼？？？？    

我們怎樣照顧心臟我們怎樣照顧心臟我們怎樣照顧心臟我們怎樣照顧心臟？？？？    

心臟的疾病如何因應心臟的疾病如何因應心臟的疾病如何因應心臟的疾病如何因應？？？？    

    心臟血管疾病是現代人的健康大

敵，我們常聽到動脈硬化、高血壓、

高脂血症、心律不整等等名詞，甚至

也聽到過某位朋友在休閒爬山，或摸

個八圈的時候突發心臟病而措手不

及… 

   周清吉醫師以一位心臟內科醫師

的專業與經驗、深入淺出的說明方

式，帶我們從認識心臟、瞭解心臟的

功能，到心臟的保健、建立健康的身

心狀態 

 

下週節目 
4月18日(星期四)例會活動合併3490
地區第23屆地區年會活動舉行，不開
例會。 
※※※※報名參加之社友請攜帶搭乘火車之報名參加之社友請攜帶搭乘火車之報名參加之社友請攜帶搭乘火車之報名參加之社友請攜帶搭乘火車之
公文公文公文公文，，，，憑公文進入車站搭乘專車憑公文進入車站搭乘專車憑公文進入車站搭乘專車憑公文進入車站搭乘專車！！！！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AgentAgentAgentAgent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60.04.17)(60.04.17)(60.04.17)(60.04.17)    

LawyerLawyerLawyerLawyer 社友夫人羅文汝小姐社友夫人羅文汝小姐社友夫人羅文汝小姐社友夫人羅文汝小姐(45.04.13)(45.04.13)(45.04.13)(45.04.13)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CaseP.P.CaseP.P.CaseP.P.Case 與方玉雪夫人結婚與方玉雪夫人結婚與方玉雪夫人結婚與方玉雪夫人結婚 37373737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AccountantAccountantAccountantAccountant 與黃寶珍夫人結婚與黃寶珍夫人結婚與黃寶珍夫人結婚與黃寶珍夫人結婚 31313131 周年周年周年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