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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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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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中秋聯歡晚會   

  暨第3091次例會       

地點：海景軒民宿/壽豐鄉鹽寮

200 號 

主席：社長 Rush        司儀：Archit 主委 

一、例會開始/社長宣佈鳴鐘開會 

二、唱扶輪頌 

三、聯誼報告/PP Plant 

1. 歡迎花蓮扶青社林吟宸社長及社員 

2. 九月份喜慶頌 

祝 壽星～生日快樂、天天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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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 結婚紀念伉儷～鶼鰈情深、永浴愛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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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其他事項報告 

四、社長致詞/P. Rush 

五、秘書報告/S. Leo 

六、五大委員會工作報告 

七、社友時間 

八、社長報告/P. Rush 

九、出席報告/Min 

十、紅箱時間/PP Niwa 

十一、社長鳴鐘宣佈例會結束 

十二、 中秋聯歡晚會 

          例會休會通知           

本社 9 月 9 日(星期五)例會適逢中秋節國定連

續假期，依年度計畫休會一次。 
 
          下次例會預告           

9 月 16 日(星期五)第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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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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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後原地召開九月份理監事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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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報告              

1. 本社下週五(9月9日)例會適逢中秋節連續

假期，休會一次，請大家留意。 

2. 區辦025號函：今年度「公益天使講習會」

訂於10月15日(六)13:00-16:30於新北市板橋

區農會第二大樓13樓第5研習廳舉行，敬請

各社社長、秘書、社區主委或有興趣之社友

於9/30前報名參加，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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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區辦026號函：檢送新北市豐彩社社務說明

會記錄，結論後全體共識及決行(一)豐彩社

社長應即日辦理人民團體之解散。(二)本地

區依據RI程序手冊及相關規定即日通報及

建議RI終止該社會籍。(三)…..。 

4. 花蓮第一、二分區第3次社長秘書聯席會訂9

月16日(五)18:00假永豐餐廳召開。 

5. 花蓮東海岸社訃告，社友游志宏Jacky父親

仙逝，擇於9月9日(星期五)上午7:30於花蓮

市富裕九街17號喪宅舉行家奠後公奠。【依

公約各社社長、秘書及社友共3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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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0 次例會暨花蓮、宜蘭、

基隆南區社兄弟社續盟記實         

時間：2022 年 8 月 26 日(星期五)18:00 

地點：花蓮美侖大飯店 2 樓宴會廳 B 廳 

主席：社長 Rush       司儀：Archit 主委 

一、聯誼報告/PP Plant 主委 

1. 歡迎母社基隆扶輪社社長雷新豊 P. Halley

伉儷及社友和夫人共 10 名 

2. 歡迎兄弟社宜蘭扶輪社社長莊杉崎 P. Sam

伉儷、宜蘭縣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尤文忠

DVS. Milk 及社友和夫人共 16 名 

3. 歡迎兄弟社基隆南區扶輪社社長翁陳偉 P. 

Ben 及社友和夫人共 14 名 

4. 歡迎今天要宣誓入社的準社友李承恩先生

及夫人。 

二、花蓮社 社長/任聿新 P. Rush 致歡迎詞 

  Rush 社長精彩有創意的台語致詞，博得熱

烈掌聲！ 

  借問，今年公

元幾年啊？我好像

睡了很久。為什麼

下面都穿得這麼奇

怪，黑縮縮，不搭

不己。沒關係，頭

前卡認識，我來打個招呼。 

  母社基隆社的王母娘娘 Halley 社長，宜蘭

社的劉備大哥 Sam 社長，基隆南區社的張飛 

Ben 社長、你睡了 2000 年好像變瘦了，宜蘭社

孔明 Sun 秘書，基隆南區社呂布 Eason 秘書，

花蓮社趙雲 Leo 秘書，在座的五虎將兄弟社主

委、夢遺大師、PP、社友、寶眷大家晚安大家

好。 

  2013 年收到基隆母社的指示，讓我們三社

結為兄弟社，講好每年輪流舉辦簽約續盟，目

的是為了讓我們有更多的機會聯絡我們的感情。

今年輪到花蓮社主辦，歷史上最棒的兄弟結盟

就是桃園三結義，流傳千秋萬代，表示我們兄

弟三社感情永遠不散，有福同享、有難…….

母社來擔，大家說好不好？ 

  今日的夜晚非常美麗，氣氛很好，是個交

陪感情的好時機。再次感謝母社、兄弟社蒞臨，

預祝在座的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三、貴賓致詞 

母社基隆社社長雷新豊 P. Halley及兄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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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社社長莊杉崎 P. Sam、基隆南區社社長翁

陳偉 P. Ben分別致詞，

對今年創新的續盟

特別的推崇，也對花

蓮社全體社友及夫

人團結、有活力的精

神感到敬佩…。 

 

 

 

 

 

 

四、簽約儀式 

今年度在 PP Niwa 執導下，桃園三結義主

題創新演繹，由簽約代表的社長、秘書、主委

及見證人等喬裝打扮，關雲長 Rush 社長一行轟

動進場、驚豔武林，同時由說書人 PP Attorney

引言…，宣誓「桃園共結義，

兄弟同心力，美景容易別，

情義難拋棄，基隆社母恩，

壯我扶輪人，盟約數十載，

天地人長存。我宜蘭社、我

花蓮社、我基隆南區社，我

們兄弟三社不求同年同月

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爽，上酒、乾杯…」，

一片叫好聲中，進入桃花樹下簽下一年一度的

兄社續盟協約。 

 

 

 

 

 

 

 

 

 

 

 

 

 

 

 

花蓮社：社長/任聿新、秘書/李忠賢、 

宜蘭社主委/呂金晃(陳閔揚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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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新社友宣誓入社 

今年度第 1 位宣誓的新社友李承恩先生，扶輪

暱稱 Dylan，職業分類「建材銷售」，由社員

主委 Arch 推薦入社，1993 年生、現年 29 歲，

是花蓮扶青社 2020-21 年度第 13 屆社長，也是

扶青社第 2 位直接加入本社的社員，深受本社

社友們的肯定，是一位非常優秀的菁英。Arch

主委介紹他後，由今天扮演關公的 Rush 社長為

其監證宣誓入社，並為其佩章及頒贈本社章程

及四大考驗和職業服務宣言、歡迎花束，社長

也贈送介紹人及新社友感謝及歡迎禮，喜迎本

屆第一位生力軍。 

 

 

 

 

 

 

 

 

六、秘書報告/S. Leo 

1. 報告來文...(已登當日社刊)。 

 

 

 

 

 

 

 

七、社長報告/P. Rush 社長 

1. 第二次發言就不再稱呼，很高興完成了簽約

的儀式，雖然排演的時間很短，但在本社天

才導演 Niwa PP、天生男主角 Attorney PP 的

用心籌備之下，我覺得非常滿意也非常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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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感謝母社兄弟社社長支持，從租服裝到節

目內容的配合都很支持，讓我們主辦社感受

一切辛苦都很有價值。是不是借大家的雙手，

給為這場所有付出的人員一個掌聲。 

2. 九月二日也就是下一禮拜我們將舉辦中秋

晚會，地點在鹽寮 Iron PP 的民宿，地點剛

好在台 11 線 12 公里，請大家一定要準時作

伙來賞花賞月賞…烤肉香，由本社 Wagyu

社友、Bank 社友及世界名廚錦標賽金牌廚師

葉志龍先生聯合籌備菜色，晚會是自助式，

聽音樂聊天，也請爐邊會議的四個組長揪自

己組員，我們就在海邊開爐邊會議。願意來

一同參與的母社兄弟社社友我們也非常歡

迎報名。 

3. 最後一件事情，九月十九日也是我們母社

3500 次例會，Halley社長用心安排了晚會邀

請我們共同參與，同時也是本社秋之旅，希

望還沒報名的社友及夫人快點報名，給我們

母社的活動支持。 

八、出席報告/Min 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1 人 

免計出席 6 人 出 席 33 人 

應 出 席 41 人 缺 席 7 人 

 出席率 83%  

我們想念您、期盼下次例會相聚～ 

1. 免計出席：PP Lederkyn、PP Battery、 

PP Concrete、PDG TV、PP Grit、Tire。 

2. 補出席：PP House。 

3. 缺席：PP Koda、PP Nose、PP John、Hao、

Volvo、Ray、Wagyu。 

九、紅箱時間/PP Niwa 主委 

1. 歡喜兄弟社聯合續盟成功統一喜捐：社長

5000元、社當3000元、秘書2000元、社友各

1000元x43位，計53,000元 

2. PP Nose/300元/職務被代理 

3. Dylan/3000元/歡喜加入花蓮社 

▲本週紅箱捐款 56,300 元。 

十、社長結論/P. Rush 社長 

再次感謝所有貴賓的蒞臨，也對此次典禮

付出的所有工作人員致上十二萬分的感謝。祝

福大家今天有個美好的夜晚。我們例會圓滿，

感謝。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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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長新冠」

。例會後原地召開9月份理監事會議。 

9/18~9/20(日~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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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為台灣均衡

發展開藥方~台灣地方創生基金會的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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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邀請宜蘭扶輪社駱宏威

Camera 社友主講「手機攝影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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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