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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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期社刊   2022 年 9 月 16 日第 3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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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6 日(星期五)第 3092 次例會  

職業服務專題演講 

主講人：黃啟嘉 前社長 PP Nose 

現職：嘉光耳鼻喉科診所 院長 

講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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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例會預告           

9 月 23 日(星期五)第 3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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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報告              

1. 花蓮扶青社地區代表公訪，9月17日(六)上

午9:30註冊、10:00-12:00開會，於救國團花

蓮學苑舉行，邀請母社一起參加，了解地區

扶青社今年的動向。 

2. 花蓮美侖山社函：今年度花蓮第一、二分區

聯合運動大會訂10月2日(日)中午12時於國

立花蓮高工運動場舉辦，為編印大會秩序冊，

請各社於9/10前提供300字內的貴社簡介及

社長相片，各社社友分攤款位新台幣800元，

依8/31社員數計收，請於9/20前繳交予美侖

山社，社秘會已決議不舉辦晚宴。 

3. 區辦028號函：2023-2024年度青少年長期交

換(RYE)學生推薦社暨推薦家長講習會訂9

月18日(日)13:00於樹林高中仁愛樓5樓視聽

中心舉行，請推薦社相關人員準時參加。 

4. 區辦029號函：地區青少年相關委員會高達7

個，請於年度內執行服務活動計畫，如有預

算不足時，即時向地區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反

應，由主委向總監申請補充不足額之經費，

服務計畫結束後，如有剩餘款，可提交新活

動企劃案；或將剩餘款與其他青少年委員會

資源分享，經委員會討論後，交地區青少年

委員會協調運動。 

5. 區辦030號函：2023-24年度青少年長短期交

換計畫申請截止日延至2022年9月30日止。 

6. 區辦031號函：由於RI扶輪基金撥付3490地

區獎助金經費不足，本年度WCS計採冠名

裸捐方式，鼓勵各社或社友個人捐款，完成

「2022-23年度WCS在台灣-聯合社區服務」。

1.「用愛拉近距離南澳鄉」-捐贈長照服車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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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機動訪查車一部。總計新幣5,000,000元，

每社TWD$30,000元，社友冠名裸捐每單位

20,000元。2.「最珍貴的角落蘭嶼鄉」-建構

望療園心靈傳愛小鋪。總計新幣6,800,000

元，每社TWD$20,000元。社友冠名裸捐每

單位20,000元。更多內容已上傳公務群組，

歡迎社友個人支持捐款。 

7. 區辦032號函：今年度地區獎助金各社申請

案地區已審查通過，明細已上傳本社公務群

組。沒有花蓮第一分區案件。 

8. 花蓮菁英社函：為配合舉辦本社與新北瑞芳

社、花蓮新荷社、花蓮東南社四社聯合例會，

本社變更10月19日例會於10月15日(星期六) 

18:00假煙波大飯店花蓮館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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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隊：明利旅行社 方星雲小姐 0905-325005 

集合：9 月 18 日早上 8:30 花蓮火車後站 

▲9/19 參加基隆社第 3500 次例會晚會，請穿夏

威夷或南洋風的花襯衫或花裙入場。 

▲已完成報名 20 位/恕略敬稱： 

任聿新 3、張乙朝 1、呂金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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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蓮第一、二分區各社聯合運動大會 

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星期日) 

時間：11:30午餐-12:30運動員進場-13:00開幕式

-17:10閉幕式。(今年度不辦聯合晚宴) 

地點：花蓮高工運動場 

▲敬請社友及寶眷踴躍報名參加，以利聯誼準

備午餐。 
 

    本社 2022 年中秋聯歡晚會     

      暨第 3091 次例會記實              

時間：2022 年 9 月 2 日(星期五)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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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報告/PP Plant 主委 

1. 歡迎花蓮扶青社：社長/林吟宸 Mandy、秘

書/林晚屏 Wanwan、直前社長/游寬宣 Swim、

社區主委/林大程 Hector、國際主委/洪琤惠

Chu-Chu。 

2. 全體鼓掌感謝免費提供今晚場地的 PP Iron，

連日來為我們趕工，辛苦了。 

3. 今年度秋之旅於 9月 18日至 20日舉辦北台

灣三日遊，包含參加母社基隆社第 3500 次

例會，目前報名 21 位，歡迎大家再踴躍報

名參加。 

4. 九月份喜慶頌：祝壽星～生日快樂、天天開

心，兩位結婚紀念伉儷～鶼鰈情深、永浴愛

河，今晚兩位結婚紀念伉儷均因疫情確診無

法出席，祝早日康復。 

 壽星～黃忠義社友夫人、張政雄PP、 

葉進益社友、傅星衡社友、顏思仁PP夫人 

 結婚紀念伉儷～顏思仁PP伉儷結婚39週

年、李忠賢秘書伉儷結婚24週年 

 

 

 

 

 

 

 

 

二、社長致詞/P. Rush  

  Rush 社長致詞感謝大家熱情參與、特別感

動，在軒嵐諾颱風的威脅下，與聯誼主委討論

原本想換時間地點，謝謝 PP Plant 主委支持，

俗云，堅持的才會有錢，今天沒下雨還有月亮

可欣賞，太棒了！特別感謝 PP Iron 免費提供這

麼美麗的海景軒民宿，讓大家團聚，而且日夜

趕工，真是讓人感動，還有聯誼主委 PP Plant

連日來的場勘，以及全力協助場佈的社友們，

大家齊心團結，才能順利的舉辦這場別開生面

的音樂晚會…。 

  本社一年四次爐邊會，社友只能參加一次，

今晚特別以爐邊會分組聚會，激勵參加人數，

第一名的組可以抱走現場的禮品…。今天的夜

晚非常美麗浪漫，浪大一點但氣氛好、燈光佳，

大家放輕鬆一起聽歌喝酒聊天，祝晚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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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書報告/副秘書 Bank代理 

1. 報告來文...(已登當日社刊)。 

四、 社友時間 

(一) PP Attorney：本(3490)地區 2022-2023 年度

【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島-第四次團

練】花蓮地區於 10 月 1 日~2 日舉行，10

月 1 日的晚宴由 DG Paul 招待，並贈送每

人一件 Polo 衫，歡迎花蓮的社友及寶(尊)

眷都參加，並到線上報名表單登記報名。

路線是由台開啟程走 193 線道、到鳳林午

餐、台九線到壽豐、鯉魚潭返回，全程約

81 公里，歡迎大家一起來健身聯誼。 

(二) Tire 社友：好久不見了，很開心今晚能參

加與大家團聚，現況是說話容易喘，其他

都還好，謝謝大家一直以來的關心慰問。 

(三) Eder 社友：謝謝大家邀約，工作關係，白

天例會較不能參加，但是晚會的會議及活

動，我大多會參與，祝大家中秋圓滿快樂。 

五、社長報告/P. Rush 社長 

1. 今晚特別邀請世界廚師錦標賽冠軍的葉志

龍主廚為我們服務、實屬不易，他是道地花

蓮人，也是花蓮之光。還有知名美聲周家薇

團隊現場演唱，牛肉專家 Wagyu 社友的特級

牛肉和生蠔，希望帶給大家美食的嚮宴。 

2. 今年度秋之旅還有名額，歡迎大家踴躍支持

參加。 

六、紅箱時間/PP Niwa 主委 

1. 歡慶中秋晚會圓滿成功統一喜捐：社長5000

元、社當3000元、秘書2000元、社友各1000

元x43位，計53,000元 

2. 職務被代理各300元/S. Leo、Frank 

▲本週紅箱捐款 53,600 元。 

七、出席報告/Min 主委 

社友人數 47 人 補 出 席 3 人 

免計出席 3 人 出 席 37 人 

應 出 席 44 人 缺 席 4 人 

 出席率 91%  

我們想念您、期盼下次例會相聚～ 

1. 免計出席：PP Lederkyn、PP Battery、PP Grit。 

2. 補出席：PP Color、S. Leo、Frank。 

3. 缺席：PP Sand、PP Koda、Hao、Surgeon。 

  今晚出席報告在晚宴中才報告，並以爐邊

會議組別統計各組參加人數，評比參與人數最

多者為勝。第一組 21 名、第二組 21 名、第三

組 14 名、第四組 24 名。第 4 組歡喜擁抱禮物! 

 

 

 

 

 

 

 

 

 

 

 

 

 

 

 

 

感謝 PP Iron(中)連日來為我們辛苦打理場地 

 

 

 

 

 

 

 

海景軒民宿有中秋美景和我們滿滿的扶輪友誼 

 

 

 

 

 

 

 

 

 

 

 

 

 

 

 

 

牛肉專家 Wagyu 社友全程服務，太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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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團圓夜美食嚮宴～聽歌賞月喝酒聊天… 

 

 

 

 

 

 

 

 

 

 

 

 

 

 

 

 

 

 

 

 

 

 

 

 

 

 

 

 

 

 

 

 

 

 

 

 

 

 

       本社近期會議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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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 花蓮第一、二分區 11 社聯合

運動大會於花蓮高工運動場舉行。 

10/07(五)18:20本社第 3095次例會女賓晚會

暨 10月份喜慶頌於花蓮翰品酒店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10/14(五)12:20本社第 3096次例會於花蓮翰

品酒店舉行。 

10/15(六)17:30 本社 10 月份理監事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