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27 日  第 1800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P.P.Tea、Archi、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情義」、「南屏晚鐘」。 

 代理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三十五屆顧問委員

會，敬請各位 PP 留步參與會議。 

(2). 下週六，十二月四日，第 1801 次例會，

為社區服務-頒發家扶中心孩童聖誕禮物

活動暨扶輪公益網來訪，屆時敬請全體

社友踴躍出席例會。 

(3). 各位社友桌上有放置，本年度社員通訊

錄、菲律賓馬尼拉亞扶輪亞太會議紀念

徽章，請大家攜回。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主持，由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向與會社

友報告四川路社館現況與費用明細，與

未來搬遷至勝輝建設都匯中心之使用概

況與費用明細。經過充份說明與討論，

決定 12 月 25 日(星期六)第 1804 次例

會，移至勝輝建設都匯中心召開。。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第三十五卷 第十八期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二月四日出版  2021/Dec/4  Vol.35  No.18 



 

第 35 屆顧問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下午 2:00 

二、 地點：社館 

三、 主席：吳得利                                                     

四、 記錄：劉炳宏 

五、 出席：李水日、郭道明、王世原、郭昭揚、洪敏捷、黃伯堯、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 

      程文金、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劉炳宏、羅致政、張正鳴、吳得利 

六、 列席：徐明偉、吳晉福、莊金盤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第一案：二○二三-二○二四年度(第三十七屆)社長提名人莊金盤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秋季旅遊-台中麗寶樂園、鐵道自行車、中社花海二日遊 

時間：11 月 20 日(星期六)-11 月 21 日(星期日) 

第一天，中午11:00「苗栗舊山線鐵道自行車」是全台第一條鐵道自行車上路的小火車，我

們從龍騰站起駛，乘坐在小火車上悠然穿梭舊山線，欣賞環繞山林的秀麗景色以及迷人彩色燈

光隧道，宛如來到幻境般的綺麗世界。抵達終點站6號隧道，我們下車跟著導覽人員的腳步，緩

緩走在6號隧道的木棧道上，一出隧道口映入眼簾的是碧綠湖水的鯉魚潭水庫和已停駛的內社川

鐵橋。返程途經「南斷橋」被隱藏在森林裡，不管是被荒煙漫草覆蓋，還是被大樹整個攀附，

都遮掩不了百年橋樑的風采。 

下午13:00，「吉祥樓餐廳」品嚐客家風味美食。 

下午15:00，「中社觀光花市」位於台中市后里區，園區花海佔地達六公頃，一年四季都有不同

時節的花卉繽紛綻放，這裡更是網美的自然攝影打卡景點，無論是風車前、花海中、小屋旁，

總是能看見許多人在此取景，各種顏色的花海在這都有，在假日享受漫步花海的浪漫情懷。 

下午五時多入住「台中麗寶飯店」，晚上假海棠嗇薇廳晚宴，大家盡情高歌歡唱，也為十一月份

的社友寶眷慶生。 

第二天，上午10:00退房，發放午餐券安排讓大家可以從早上到下午的時段，自由暢玩驚險

刺激的麗寶探索世界樂園或至麗寶Outlet Mail盡情購物。 

下午16:00至苗栗「歇心亭」此處為廢棄的獅山國小教師宿舍改建而成，建築物古色古香我們安

排了客家體驗(擂茶+麻糬+東方美人茶)，體驗客家人營養美味豐富的下午茶時光。 

晚上18:30至「桃群餐廳」享用豐盛合菜料理。 

感謝社長Benson伉儷、秘書Will、聯誼主委Jey細心安排、規劃，此

次我們透過Railbike穿梭在百年鐵橋與隧道間，感受到百年工藝透過再利

用計劃對三義山城的巨大改變，也感受到換人經營接手而蛻變嶄新更優質

化的麗寶樂園渡假區，這二天一夜之旅，我們收穫滿滿也感恩疫情趨緩讓

我們能如期相聚一同出遊。 

 



秋季旅遊-台中麗寶樂園、鐵道自行車、中社花海剪影 

時間：11 月 20 日(星期六)-11 月 21 日(星期日) 

 

 

 

 

 

 

 

 

舊山線鐵道自行車-三義山城文化之美 

 

 

 

 

 

 

 

 

中社觀光花市-悠遊浪漫花卉間 

 

 

 

 

 

 

 

 

 

 

 

 

 

 

 

台中麗寶樂園-暢玩樂園設施與購物Outlet 



 本週節目 

十二月四日 

第 1801 次例會 

社區服務-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家庭 

孩童 133 份聖誕禮物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一日 

第 1802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6 屆(2022-2023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 2022-2023 年度(第 36 屆) 

第一次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地區總監(65.12.06)4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7 日 第 180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ecor、Frank、Jimmy、Kay、Kenny、

Mars、Oki、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27 日 第 180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81,500 

Benson 3,000 Land 1,000 

Cathay 2,000 Life 1,000 

Davie 5,000 Lobo 1,000 

Dental 2,000 Master 3,000 

ENT 500 Otoko 1,000 

Eric 1,000 Polo 2,000 

George 2,000 Roberta 1,000 

Hero 5,000 Smile 2,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2,000 Ston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Jey 1,000 Trading 2,000 

Junior 2,000 Will 2,000 

King 2,000   

小計：    $51,500 總計：      $633,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96,000 

Decor 7,700 Master 10,200 

ENT 10,200 Polo 10,200 

King 7,700 Smile 12,700 

小計：     $58,700 總計：      $754,700 

 

2021-2022年度聯合反毒 

暨消除C肝公益路跑活動 
時間：11月27日(星期六)06:00 

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