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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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期社刊   2022 年 8 月 26 日第 3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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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chit 主委 

一、鳴鐘開會/花蓮社 社長 P. Rush 

二、唱 扶輪頌 

三、聯誼報告/PP Plant 主委 

1. 介紹來賓 

2. 唱歡迎扶輪社友歌 

3. 其他聯誼事項報告 

四、花蓮社 社長/任聿新 P. Rush 致歡迎詞 

五、貴賓致詞 

1. 基隆社 社長/雷新豊 P. Halley 

2. 宜蘭社 社長/莊杉崎 P. Sam 

3. 基隆南區社 社長/翁陳偉 P. Ben 

六、簽約儀式 

花蓮社：社長/任聿新、秘書/李忠賢、 

宜蘭社主委/呂金晃、 

基隆南區社主委/陳毅夫 

宜蘭社：社長/莊杉崎、秘書/李汪澄、 

兄弟社主委/吳宗晟 

基隆南區社：社長/翁陳偉、秘書/楊閎升、 

宜蘭社主委/江俊豫、 

花蓮社主委/李庶淵 

見證人/基隆社：社長/雷新豊 

• 開始簽約、司儀宣讀結盟書內容 

• 三位社長展示結盟書及合影 

• 全體簽約人員合影 

• 禮成 

七、新社友宣誓入社 

八、秘書報告/S. Leo 

九、五大服務委員會報告 

十、 社友時間 

十一、 社長報告/P. Rush 社長 

十二、 出席報告/Min 主委 

十三、 紅箱時間/PP Niwa 主委 

十四、 社長結論/P. Rush 社長 

十五、 例會結束～聯歡餐敘 

【熱烈歡迎來訪貴賓】 

基隆扶輪社 10位： 

• 社長/雷新豊P. Halley及夫人陳淑菁 

• 秘書/李雲龍S. Miro及夫人楊秋惠  

• 社長當選人/邱禮儀PE. Leo及夫人李素珠 

• 前社長/吳文喜PP Wen及夫人吳何秀鳳 

• 3490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簡重和PP Seagate

及夫人張美雪 

宜蘭扶輪社 16位： 

• 社長/莊杉崎P. Sam及夫人阮屘 

花 蓮 扶 輪 社 第 3 0 9 0 次 例 會 
暨 宜 蘭 、 花 蓮 、 基 隆 南 區 社 締 結 兄 弟 社 續 盟 

歡迎母社基隆扶輪社蒞臨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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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2 

• 宜蘭縣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尤文忠DVS. 

Milk 

• 副社長/李建國VP. Dring 

• 秘書/李汪澄S. SUN 

• 兄弟社主委/吳宗晟Jason 

• 前社長/陳祈昌PP Fish及夫人陳麗環 

• 前社長/黃正智PP Tiger及夫人陳月釗 

• 前社長/李正賢PP House 

• 糾察/黃博鈞Bentley 

•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張森霖LIN 

• 迎新講習主委/游森琳Baker  

• 影音視訊主委/駱宏威Camera  

• 多元性主委/張鎧麟Vision 

基隆南區扶輪社 14位： 

• 社長/翁陳偉P. Ben及友人凃依玲 

• 秘書/楊閎升S. Eason 

• 兄弟社主委-宜蘭社/江俊豫PP Eagle 

• 兄弟社主委-花蓮社/李庶淵PP Sam 

• 前社長/黃期田PP Max及夫人楊玉蘭IVY 

• 前社長/黃大銘PP Patrick 

• 前社長/甘清良PP Touki及友人范素娟 

• 前社長/林國長PP Car及夫人江慧玲Linda 

• 前社長/徐名煌PP M.H 

• 見習社友/何俊儀Cash 

【締結兄弟社續盟同意書】 

  茲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宜蘭扶輪社、花蓮

扶輪社與基隆南區扶輪社，為促進三社社友間

之瞭解與親善，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以達成扶輪之宗旨，經三方同意，於 2013 年 8

月 17 日締結為兄弟社，爾後每年續盟一次，約

定結盟條款如下： 

第一條 本同意書每年換約一次，並由宜蘭扶輪

社、花蓮扶輪社、基隆南區扶輪社，三

社輪流在所在地舉行續盟簽約儀式。 

第二條 三方社友可不定期自由互訪或參加對

方之例會，報告本社之近況，並派員參

加對方之重要慶典活動，以增進三社社

友之友誼與親善。 

第三條 任何一方社友或眷屬或旅伴前來訪問

時，應協助有關觀光或商務等事宜。 

第四條 經三方同意，可安排聯合例會或職業參

觀活動。 

第五條 如三方有共同的服務目標，可研議聯合

爭取國際社會服務機會，以增進國際之

瞭解、親善與和平。 

第六條 本同意書一式三份，三方互派代表在花

蓮市簽訂，由三方各執一份為憑。 

第七條 以上如有未盡事宜，得逐年修定之。 
 
          歡迎新生力軍          

姓名：李承恩 

扶輪暱稱：Dylan 

年齡：82 年次(29 歲) 

夫人姓名：王文琪(83 年次) 

結婚日：2021 年 11 月 14 日 

職業分類：建材銷售 

出生地：花蓮縣 

現職：左岸精品建材 總經理 

公司地址：花蓮市林森路 87 號 

公司電話：03-8361072 

手機：0988-331381 

介紹人：社員主委/王茂恭 Arch  
 
            秘書報告              

1.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函：敬請依國

際扶輪登記之社員數全員繳交2022-23年度

上半年度台灣扶輪月刊訂閱費用每名350元，

並於2022/9/1完成匯繳。 

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函：請各社踴躍捐獻

「統一捐款」每名社友每年600元，用以頒

發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及獎助外籍在台就

讀國內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以促進國際

間之友誼及瞭解。 
 

          下週例會預告           

本社 2022 年中秋聯歡晚會 
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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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裝：休閒服，建議長褲有小黑蚊 

費用：1)每位社友共2位名額及扶青社社員費用

由本社支付； 

2)眷屬：6-12歲300元、13歲以上600元。 
人員：敬邀社友偕同寶眷踴躍報名參加，亦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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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邀請花蓮扶青社員參加。 

▲聯誼舉行九月份慶生賀婚活動： 

壽星～9/黃忠義社友夫人、10/張政雄PP、

10/葉進益社友、18/傅星衡社友、 

26/顏思仁PP夫人 

結婚紀念～14/顏思仁PP伉儷結婚39週年 

24/李忠賢社友伉儷結婚24週年 

▲目前報名 88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4、李泰樹 3、吳國政 2、游文達 5、

林茂益 1、葉平南 2、張乙朝 1、朱文慶 2、

林東成 2、呂金晃 3、黃啟嘉 1、張照信 2、

顏思仁 3、張政雄 2、卓建和 2、楊代雲 2、

莊順德 1、許藍山 2、李忠賢 6、何玉崑 1、

陳義河 1、趙瑞平 1、鍾政昌 2、邱錫樑 2、

傅星衡 2、蕭旺生 2、葉進益 2、陳毅夫 1、

王茂恭 2、蔡耀德 1、蔡翼鍾 1、宋達泉 1、

邱昭呈 4、吳偉誌 4、鄭志偉 1、龔逸明 1、

黃忠義 4、陳閔揚 2、劉尚政 1、李承恩 2。 

扶青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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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3、呂金晃 2、張照信 2、顏思仁 2、

張政雄 2、莊順德 1、許藍山 2、李忠賢 2、

邱錫樑 2、傅星衡 2、李泰樹夫人 1。 
 

     本社第 3089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8 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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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tho 社友 

聯誼報告/PP Plant主委 

1. 今年度秋之旅北台灣歡樂遊訂於9月18日至20

日舉行，因住宿圓山飯店，住房急須預付訂金，

故請大家儘速登記報名。 

秘書報告/Leo秘書 

1. 報告來文...(已登當日社刊)。 

節目時間 

  本週職業服務專題演講邀請陸輝瀝青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長、亦是本社前社長陳義河 PP 

Highway 主講「我的舖築人生」。 

  PP Highway處事一

向謹慎用心，受到邀請

作職業服務分享，也很

細心的準備，全文分享

如後，社友們紛紛盛讚

是最成功的企業家…。

PP Robin 說他曾在與謝

深山前縣長的聚會中，提及與陸輝老闆同是扶

輪社社友，謝前縣長當即表示，在他任內只要

瀝青工程由陸輝承攬，品質最是讓他放心…，

讓他覺得與有榮焉。Rush 社長提出希望他給相

關行業後輩職業服務的建言，PP Highway 答覆

以踏實、樸實、認真做事，投資時要量力而為，

投資法則要以不變應萬變，至少本行要做好…。

PP House則提問如何擺平大工程常有的生存法

則問題，PP Highway回答，看得開、各退一步

是心門…。PP Concrete 分享商務往來實例，稱

讚 PP Highway 為人謙虛、低調，面面俱到，一

枝草、一點露，創業能過關、有貴人，歸功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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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長期默默做公益，其夫人也支持鼓勵他做公

益，夫妻同心，看得出來，成功者都是有道理

的。Max 社友表示深受 PP Highway提攜，也

感受到前輩的思維及解決問題的能力，請其分

享承攬蘇花改工程時瀝青不落地的好方法，聽

PP Higwhay娓娓道來克難困難、甚且更能提早

完工的過程，當真是令人敬佩。 

  PP Highway 精彩演講獲得熱烈迴響，Rush

社長代表本社致贈感謝禮紅酒一瓶。 

 

 

 

 

 

 

 

 

社長報告/P. Rush 

1. 感謝 PP Highway 精彩的分享人生經驗…。

我們也陸續邀請前社長們來分享，包括 PP 

Truck 帶著 2000 元闖天下，PP Jack 承接龐

大的家族事業，PP Plant 突受事業低潮、如

何在暫離社後、努力回春，再創高峰，回到

本社至今…，每個成功的故事，都很精彩，

同時也訂9月23日邀請”地方創生教母”國發

會前主委陳美伶女士蒞社演講。 

2. 今天例會後請理監事們留步參加八月份理

監事會議。 

3. 明天(8/20)下午 1 點第一場寶眷聯誼活動中

秋限定烘焙課程「青梅蜜香紅國王派」在明

禮路的款款烘焙舉辦，請提醒報名的夫人們

準時參加。 

4. 下週五 8 月 26 日晚上本社主辧兄弟社續盟

典禮，目前 3 社的來賓共 40 位，本社也有

46 位報名，昨天有召集相關人員籌備會討

論….，因有驚喜的表演，故地點臨時變更於

花蓮美侖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B 廳，請大家見

諒。15:39 及 16:36 早到的來賓會送至附近

PP Sand 的咖啡廳休息，待 17:21 的來賓抵達，

租一部遊覽連送至飯店，回程也有一部車送

至車站。 

5. 中秋晚會 9 月 2 日(星期五)下午 5:30 在 PP 

Iorn 在鹽寮的海景軒民宿，還沒有報名的社

友請儘速報名，也請扶青社主委連絡扶青社

回報參加人數……。 

6. 聯誼秋之旅 9/18-9/20 的北台灣三日遊，目前

有 21 位參與，也請大家儘速報名，讓聯誼

主委好籌辦。 

出席報告/出席主委Min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8 人 

免計出席 5 人 出 席 23 人 

應 出 席 42 人 缺 席 10 人 

 出席率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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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one、PP Nose、PP Cardiac、 

PP Iron、Kevin、IF、Volvo、Ortho。 

3. 缺席：PP Koda、PP John、PP Bosch、Hao、

Mochi、Ray、Wagyu、Mark、Eder、Rock。 

紅箱時間/PP Niwa糾察主委 

1. PP Concrete/1100 元/祝 Highway演講「成功

精彩」及 IOU 單忘了簽名 

2. PP Niwa/500 元/歡迎 Highway 演講 

3. PP Plant/200 元/接電話 

4. PP Attorney/500元/Highway演講成功及電話 

5. S. Leo/1000 元/Highway 精彩演講 

6. PP Highway/1000 元/歡喜演講 

7. PP Robin/500 元/歡喜 PP Highway 精彩演講 

8. IPP Building/500 元/Highway PP 精彩演講 

9. P. Rush/3200元/Highway PP非常精彩演講及

買時間 

10.Surgeon/500 元/外島旅遊平安回來 

11.Frnak/500 元/….. 

12.Max/500 元/歡欣 Highway 精彩演講 

13.Min/500 元/講電話 

14.職務被代理/各 300 元/PP Nose、PP Cardiac、

Ortho 

▲本週紅箱捐款 11,400 元。 
 

本社第 3 次理監事會議記錄         

時間：2022 年 8 月 19 日(五)14:15 

地點：花蓮翰品酒店B1 青嵐廳 

主席：社長 任聿新 

出席：任聿新、李忠賢、龔逸明、游文達、

林茂益、朱文慶、張照信、顏思仁、

邱錫樑、蔡翼鍾、王茂恭、吳偉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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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假：楊代雲、黃啟嘉。 

一、主席報告：(略) 

二、討論提案： 

案一：審議2022年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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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收帳款超過3萬元者，請財

務長多加連繫催收。 

案二：本社前社長陳順從PDG TV申請免計出

席案。 

說明：依章程第9章第3條(b)款「該社員之年齡

加上在一社或多社之社員年資達85年，

且已用書面向本社秘書表達免出席之期

望，並經理事會同意。」，陳順從前總監

1948/8/12出生、1988/6/11入社，年齡加

社齡超過85年，7月7日向本社提出申請

自2022年7月1日起免計出席，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自2022年7月1日起准予免計

出席。 

案三：本社賴淳良社友申請退社案。 

說明：賴淳良Barrister社友於2017年10月6日入

社，提出社費結算到2022年7月31日止，

要暫時離開社團，提請討論。 

決議：經多次慰留，因業務繁忙無法兼顧，社

費已結清，准予暫時退社。 

案四：審核推薦第6201號新社員入社案。 

說明：李承恩先生目前為花蓮扶青社社員，擬

推薦加入本社，簡介如附件，職業分類

擬貸予「建材銷售」。依規章如符合社員

資格通過推薦，則於通知社員後，七日

內無社友以書面提出異議，則邀請蒞社

見習。因為是現任扶青社員，擬依例不

必經過見習，無異議後即成為本社社

員，請社員主委說明，並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歡迎入社。 

案五：本社例會地點變更案。 

說明：花蓮翰品明年第一季就要拆除，今年下

半年度即會籌備拆除工作，本社每週例

會勢必另覓，請社長說明。 

決議：於花蓮福容大飯店及花蓮美侖大飯店中

擇一，請社長邀社友訪查洽談後，再予

例會中報告決定。 

三、散會(14:40) 

        職業服務專題分享             

我的舖築人生 

陳義河 PP Highway 2022/8/19 

緣起 

民國 68年 5月退伍，

因家父要求，返鄉

工作，因當時陳家

與人合作欲建立瀝

青工廠，父命難違，

故從此投入瀝青產

業。 

兄弟創業 

民國 68 年，我們兄弟共同成立花蓮第 3 家瀝青

工廠，當時可說是前有勁敵後無援兵。當時台

北已有 2 家大公司在花蓮佈局多年，他們聯合

打擊我們，只要一有工作就聯合低價搶標，讓

我們坐吃山空，將近一年沒有工作；然而窮則

變，變則通，民國 69 年長濱到靜浦有個省道的

大工程，長 14 公里，因此我們將工廠遷至八仙

洞附近，避開勁敵的競爭，也因此漸漸站穩了

腳步，一直至民國 72 年才搬回吉安南濱，參與

花蓮縣的工作。 

這期間我一直思考要建立自己的品牌，經過再

三思考， 

命名為「陸輝瀝青工業有限公司」 

這名稱有雙層意義： 

1. 先父名為六輝，”陸”即為”六”，為紀念先父

之意。 

2. 亦為”陸地”的意思，”陸輝”即為「陸地上的

光輝」之意。 

獨立分家 

民國 77 年兄弟決議各自獨立，兄弟合作期間一

共成立了 3 家瀝青廠，分家時將”陸輝瀝青”分

給我，讓我獨自管理發揮。 

分家時，工廠位於瑞北地區，因逢南區正進行

省道拓寬，因而接了一些工作。民國 80 年，在

吉安南濱地區承租了一些土地，成立第二家自

己的瀝青廠，而後陸續收購鄰近土地，奠定了

「陸輝瀝青」今日的規模。 

創新 - 三個第一 

(1) 民國 72 年成立花蓮第一家道路標線及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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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當時因池上有一個台北設計的標案，

有熱拌標線工作，東部找不到人施作，最後

找到台北的公司來做。當時交通不便，台北

工班搭乘花蓮輪來，又碰上池上連續下雨 2

天，人員車輛損失大。但施工老闆無半句怨

言，我直覺這工作應有很大利潤，透過多方

努力與朋友成立東部第一家熱拌標線標記

公司。 

(2) 民國 82 年成立花蓮第一家路面刨除公司，

也是因為有一個標案，一路從花蓮縣政府前

做到中山路 Starbucks Coffee，花蓮第一次有

刨除工作，我也是找台北廠商來施作，7 個

工作天就要付給對方一百七十餘萬，我就直

覺這工作可以做。多方努力之下與朋友們成

立宜花東第一家路面刨除專業公司。 

(3) 民國 92 年成立花蓮第一家再生瀝青廠 

多年來親自至中央大學參與瀝青專業進修

課程，91-92 年間政府在推動再生資源回收

政策，學得相關專業知識後，便積極籌劃建

廠事宜，終於在 92 年成立花蓮第一家再生

瀝青廠，這優勢保持了一年，之後其他廠商

才陸續跟上，因為是全花蓮獨家，所以奠定

良好的事業基礎，這也讓我深感「知識就是

力量 (Knowledge is power.)」的重要性。 

精進 - 施工機械更新 

由於時代進步，用路人對於平坦道路的要求越

來越高，因此我採購德國製造的鋪設設備，使

完成的公路路面平坦度皆能符合快速道路以上

水準，讓公路局每一位工程承辦人員，皆能獲

得記功獎勵。 

這是一種善的循環，只要陸輝承包的工程，承

辦人員就放心。是一種信任感，也是對於社會

責任的堅持。 

回饋 – 參與公益 

我常想我出身平凡家庭，家父務農，並無特殊

背景，然而憑藉著自身努力及專業能力，成功

翻轉自己的人生，所以當自己行有餘力時，幫

助弱勢家庭改善生活，也藉此回饋社會。 

總結 - 「一枝草一點露」 

人只要勤勞、努力、踏實、堅持，上天必會開

一扇門給你。 
 

            社友園地             

以客為尊 

文/葉平南 PP Stone 

  顧客永遠是對的，只是你得在受委屈時，

爭取你應得的權益。委屈無法求全，適當的申

訴，權益才能獲得保障。 

  最近兩年因為疫情無法出國旅遊，對於外

國以客為尊的服務沒有機會體驗，只能在舊照

片裡尋回國外旅遊的記憶。旅遊是愉悅的，也

是最好的舒壓心靈享受。但是有時一些偶發事

件發生，感覺就不是那麼美好。六月底到台北

旅遊，住信義區一家英文字母的觀光飯店。入

住時，客房小弟即送來迎賓小禮物，一瓶紅酒

及 Cheese cake。感覺倍受尊榮，貼心服務果然

是高級觀光飯店。正想舒服坐下來享用美酒糕

點時，客房小弟匆匆忙忙趕來說小禮物送錯了。

留下兩片巧克力帶走紅酒蛋糕。錯愕之餘，夫

人認為年青人粗心大意在所難免不以為意。大

女兒長居美國，認為對就是對，錯就是錯。而

且食物豈可隨意移動？向櫃台反應，經理立即

認錯並升等房間送早餐以為補償。客人不滿意

即時處理是以客為尊。 

  八月中旬住信義區 101 旁一家世界連鎖觀

光酒店。要洗澡時水不夠熱，向櫃台反應。旋

即派人查看。發現管線問題換另一樓層房間，

問題仍舊。櫃台稱

太多人同時用水

推托責任。再換房

已是一個半小時

之後了。累攤了，

而且房型變小了。

女兒跟夜班經理

理論，第二天才換

家庭房並送早餐

小禮物。這樣的危

機處理可不是以

客為尊。 

  台灣國際化程度很高，尤其旅遊觀光業。

觀光旅館不應該近兩年來國際觀光客變少而服

務縮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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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 Golf 球隊隊長盃賽剪影     

  本社 2022-23 年度高爾夫球隊隊長盃 8 月

16 日中午 1 點在花蓮球場開賽，晚上 6 時 30

分假芳村餐廳聚餐及頒獎，感謝 PP Cardiac 隊

長提供豐富獎品，球隊總幹事 Mark辛苦安排，

健身聯誼超級開心！！ 

 

 

 

 

 

 

 

 

 

 

 

 

 

 

 

 

 

 

 

 

 
 

        寶眷聯誼活動剪影              

  本社第 1 場寶眷聯誼活動中秋限定烘焙課

程～「青梅蜜香紅國王派」，8 月 20 日週六下

午 1 點至 4 點在花蓮市明禮路「款款烘焙」舉

行，邀請法式主廚型男賴慶

陽 Jason 老師現場指導，活

動圓滿成功。 

  Rush 社長夫人表示，特

別感謝總幹事 Kevin 夫人，

組長 Sand PP 夫人、副組長

Plant PP 夫人，協助活動籌備

和進行，也感謝夫人們熱情

參與這場烘焙課程，可以感

受到每位夫人做國王派的用

心，連老師都稱讚我們這班是資優生很優秀，

大家的成品都很美麗。這次的活動順利圓滿完

成，期待下次的舞蹈活動可以再跟夫人們一起

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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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頌              

扶輪頌 
R-O-T-A-R-Y，叫做扶輪社， 

R-O-T-A-R-Y，早已聞名世界，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服務最多，獲益最大， 

R-O-T-A-R-Y，叫做扶輪社。 

R-O-T-A-R-Y，叫做扶輪社， 

R-O-T-A-R-Y，像一個大家庭， 

增進情感，促進友誼， 

各盡己力，服務他人， 

R-O-T-A-R-Y，叫做扶輪社。 
 

歡迎扶輪社友歌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 

我們歡迎 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 RO-TA-RI-AN，請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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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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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9(五)適逢中秋連續假期，休會。 

9/16(五)12:20 本社第 3092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邀請嘉光耳鼻喉科診所

院長黃啟嘉前社長職業服務專題演講「長

新冠」。例會後原地召開 9 月份理監事會

議。 

9/18(日)本社聯誼秋之旅~北台灣三日遊。 

9/23(五) 12:20 本社第 3093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邀請地方創生教母、國

發會前主委陳美伶女士蒞臨演講。 

9/27(二)13:00本社Golf球隊九月份例賽於花

蓮球場開賽，18:30 聚餐頒獎。 

9/30(五)12:20 本社第 3094 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節目為九月份社務行政會

議。 

10/02(日)花蓮第一、二分區 11 社聯合運動大

會於花蓮市中華國小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