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8 日  第 1629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徐明偉 Benson： 

歡迎主講者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張耀

仁先生(台北南港扶輪社 P.E.City)、國泰人

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夫人陳佳珮女士、社

友 Tetsu 尊翁黃忠信先生、社長 Sky 夫人蔡

麗娟女士、秘書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社長

當選人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P.P.ENT 夫人

連文惠女士、P.P.Lobo 夫人廖秀蘭女士、

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社友 Tiger 夫人

張桂香女士、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

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社長 Sky，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

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魂縈舊夢」、「外

婆的澎湖灣」。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羅國龍(P.P.Lobo)今日中午

準備麻油雞、油飯宴請與會社友寶眷。 

(2)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榮任台灣銀髮

族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謹訂於九月

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桃禧航空城

酒店舉行。 

(3) 本年度金榜題名表揚，謹訂於九月九日

(星期日)慶祝中秋節晚會舉行。目前已

報名的有 P.P.Long 孫子、P.P.Eric 公

子、Justice 千金。若還有未報名者，

敬請儘速登記報名。 

(4) 社友蕭慶安(Tiger)正坤公司參加台北

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謹訂於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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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日(星期四)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前往 

參觀，當晚社友 Tiger 也於台北兄弟飯 

店宴請參觀者。 

(5)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於十

月十三日(星期六)例會舉行，敬請各位

社友踴躍推薦員工接受表揚。 

(6) 秋季旅遊羅東村却二日遊，報名人數為

103 位。已報名者若臨時有事不克參

加，請務必立即告知，以利社內安排各

項事宜 

 社友吳晉福 Dent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耀仁先生 

學歷：臺灣省立嘉義高級中學 

國立中興大學地政系都市計劃組 

淡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 

國立政治大學地政研究所博士 

曾任：宏都建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宏都阿里山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現任：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 

志嘉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 

台北南港扶輪社 P.E.City 

123 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 

 

 

 

 

 

 

 

 

 

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 張耀仁先生 

一、123 到台灣 台灣有個阿里山 

北門車站複合式飯店→嘉義市四合一縫合計畫 

阿里山森林鐵路→與世界文化遺產接軌，創造 

無可取代的普世價值阿里山國際觀光飯店→打 

造阿里山第一座世界級森林渡假勝地。 

二、你所不知道的阿里山森林鐵路 

從前，坐上火車是踏上回家的路；現在的你， 

有多久沒有坐火車了? 

未來，坐上火車將會展開你人生中的另一段的 

驚奇旅程…… 

一生至少要走一趟的阿里山登山鐵道之旅— 

車窗外，你將看到怎麼樣的風景? 

也許您不知道 阿里山鐵路的國際地位如何? 

以下的歷史回顧將讓您耳目一新! 

【世界登山鐵路之最高紀錄與排行】 

1.世界海拔最高的鐵路      

 中國 青藏鐵路 最高點唐古拉山口     

海拔 5072 公尺 

2.世界海拔最高的火車站    

  中國 青藏鐵路 唐古拉山火車站       

海拔 5068 公尺 

3.世界海拔最高的隧道      

  中國 青藏鐵路 風火山隧道           

海拔 4905 公尺 

4.北美洲海拔最高的鐵路   

  美國 Pikes Peak Cog Railway 山頂站  

海拔 4302 公尺 

5.南美洲海拔最高的鐵路    

  玻利維亞 Potosi Branch 支線(暫停)  

海拔 4787 公尺 

  秘魯 Peruvian Central 中央鐵路     

海拔 4781 公尺 

6.歐洲海拔最高的鐵路      

  瑞士少女峰 Jungfrau Bahn 山頂站    

海拔 3454 公尺 

7.亞洲海拔最高的窄軌鐵路/最長的 762mm 窄軌

登山鐵路  

  台灣 阿里山森林鐵路 祝山站         

海拔 2451 公尺 

三、阿里山森林鐵路價值 

在地觀點：日出、雲海、森林、神木、鐵路。 

普世價值：全球五大工法阿里山鐵路擁有其中

之四：Ｓ型路線與 180 度大彎、圈型路線與螺

旋形路線、之字型折返路線、特殊設計之登山

火車。 

【總體目標】 



與全球觀點（Universal View）接軌 

創造無可取代的普世價值（Universal 

Value） 

近程目標 

開拓行銷管道，擴大國內及國際市場 

遠程目標 

打造國際級登山鐵道，推動登錄世界遺產 

四、改變阿里山－阿里山國際觀光飯店 

地理位置 

沼平車站位於海拔 2,216 公尺高處，為阿里

山鐵路眠月支線及祝山支線之起點，週邊環繞

人工杉木林、阿里山森林遊樂區、梅花及櫻花

林等景緻 

阿里山國際觀光飯店營運目標 

創造阿里山第一座國際級渡假酒店 

融合森林生態環境，塑造世界水準渡假環境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張

處長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例會紅

箱收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織

暨製衣機械展 

時間：9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 

(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 號) 

程序： 

15:00 捷運站「南港展覽館站」集合 

15:10 參觀社友蕭慶安(Tiger) 

伍舜正坤公司(攤位號碼 J118) 

17:00 活動結束 

17:10 捷運站「南京復興站」出口 6

或 7號，前往台北兄弟大飯店 

18:00 社友蕭慶安(Tiger)宴請晚餐，

台北兄弟大飯店 13 宴會廳 

來函照登- 

世界社區服務(WCS)國內社區服務工

作暨衛教宣導活動之推動 

說明： 

一、活動目標： 

(1)加強新北市社區民眾以「推廣器官捐

贈與預立醫療自主」、「自殺防治守門

人」、「拒絕藥物濫用之危害」及「減

糖宣導-正確飲食營養」等四大主軸

進行整合規劃，以提升民眾健康認知

及自我健康管理能力。 

(2)推廣預防保健之概念，並發展多元衛

生教育之形式，以促進全民健康。 

二、活動當天歡迎各社友攜家帶眷共襄盛舉。

活動相關資訊如下：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指導單位：衛生福利部 

活動名稱：2018-19 年度世界社區服務 

(WCS)國內社區服務工作暨衛 

教宣導活動 

活動日期：107 年 9 月 15 日(星期六) 

下午 5時至 8時 

活動地點：淡水捷運站前廣場 

活動對象：一般民眾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3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2018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以幫

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

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

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五日 

第 163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一日 

第 163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華(P.P.Stock) 

主  講  者：新北市政府地政局主任秘書  

徐鳳儀女士 

講      題：新北市土地開發願景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8 月 18 日  第 162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65,700

AL 1,000 Lobo 1,200

Benson 1,000 Master 2,000

Bright 2,000 Pol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1,000

Dental 1,000 Shige 1,000

ENT 1,000 Sky 5,500

Eric 1,000 Stock 2,000

Hero 1,000 Taylor 1,000

Jack 1,000 Tea 1,000

James 1,000 Tiger 1,000

Jason 1,000 Trading 2,000

Junior 1,000 Will 1,000

Land 1,000 Wood 2,000

Life 1,000 張耀仁 3,000

小計：     $39,700 總計：      $305,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12,200

Bright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17,4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18 日  第 162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lan、Archi、David、Frank、Kay 

、Kenny、Leo、Obama、Otoko 

三、祝您旅途愉快! 

    Mars 
 

敬祝 生日快樂! 

張正鳴社長當選人(47.08.26) 

 

~恭喜~ 

社友蕭慶安(Tiger)正坤公司 9/13~9/16 

參加台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9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2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爐主：張宏陸、江基清、游伯湖、林忠慶、徐

明偉、劉孟賜、程文金、邱顯清、 

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郭昭揚、 

郭俊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