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6 日  第 1301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社長 P.P.Wood 母親黃何碧玉女士、

P.P.Stock 母親劉陳金治女士、Investor 母親

謝黃玉秀女士、P.P.Tea 岳母陳劉爽女士、

Lankes 女朋友梁靜宜小姐、Investor 千金謝

昀芸小姐、公子謝淮羽先生、Otoko 公子賴顏

廷先生、Otoko 公子賴冠廷先生、P.P.Cathay

公子程柏恩先生、P.P.Cathay 千金程千珍小

姐、Abula 公子游高丞先生、Abula 千金游程

茵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Investor、P.P.George、P.P.King、

P.P.Smile 夫人、Noni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母親節歌曲「感恩的心」，練習授證合唱

歌曲「四季紅」、「你是我的兄弟」、「掌聲

響起」、「可愛的玫瑰花」。 

 秘書 P.P.Tea 報告： 

(1)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五月十九日、五月二十六日例會蒞臨練

唱。 

(2)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前社長小坂靖至先生

來電，建議來訪時請社友私下盡量不要準

備小禮物交換。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四位

社友母親、岳母紀念品，敬祝社友母親、岳母

身體健康、佳節愉快!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社長P.P.Wood代表本社頒發四-六月份夫人生

日禮券，敬祝社友夫人們青春永駐。 

 感謝第四組爐主：Archi、P.P.ENT、Frank、

Gary、Hero、Jeremy、P.P.Just、Kevin、

Lankes 、 Lobo 、 Polo 、 Stainless 、

P.P.Sun-Rise、P.P.Tea、Tom 準備美酒佳餚宴

請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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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社日本高田東社、馬來西亞 AMPANG 社來台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05/31 
(四) 

08:30 
馥都飯店集合 地址：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189 號 

10:00 
台北松山機場接機-歡迎高田東扶輪社 日航 JL 5041  

07:00 日本羽田出發 
10:00 抵達台北松山 

11:30 
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午餐 地址：板橋區南門街 61 號 6

樓 
電話：2966-1819 

13:00 市區觀光  

14:40 
桃園國際機場接機-歡迎 AMPANG 扶輪社 亞航 D7 0372. 

10:00 馬來西亞吉隆坡出發
14:40 抵達桃園第二航廈 

15:00 
馥都飯店 Check In 地址：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189 號 
電話：2965-8000 

17:20 相約馥都飯店，前往歡迎會場地  

17:30 
板橋擔仔麵餐廳五樓註冊 地址：板橋區南門街 61 號 5

樓 
電話：2966-1819 

18:00 
姊妹社歡迎宴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
西亞 AMPANG 扶輪社續盟儀式暨第五次爐邊
會議 

簽訂續盟書、交換三份紀念
品 

21:00 返回馥都飯店  

06/01 
(五) 

08:30 馥都飯店集合出發  

09:30 
士林官邸園藝導覽-在福林路遊客中心與解
說員會合 

地址：台北市福林路 60 號 
電話：2881-2512 

10:30 
士林官邸正館參觀-免費參觀，可租借解說
機 

12:30 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午餐  

14:00 返回馥都飯店休息  

16:00 馥都飯店集合出發  

17:00 
台北喜來登飯店 B2 福祿廳-參加本社授證
25 週年慶典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一段
12 號 
電話：2321-5511 

21:30 返回馥都飯店  

06/02 
(六) 

11:00 馥都飯店 Check Out  

 歡送 AMPANG 扶輪社 班機未定? 

11:30 
蔥油餅的故鄉板橋店 地址：板橋區萬板路 59 號 

電話：2256-8777 

14:00 
臺北市立美術館-在一樓展覽入口與英文導
覽員會合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
181 號 
電話：2595-7656 

16:00 

台北松山機場-歡送高田東扶輪社 日航 JL 5044  
18:15 台北松山出發 
21:55 抵達日本羽田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剪影 

時間：5月 6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時間：4月 28 日(星期六)09:00  

地點：板橋第一體育場東門廣場(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主辦：台灣慈幼會、板橋東區扶輪社 

有感台北捐血中心可用血液庫存量不足，因此本社與台灣慈幼會，共同舉辦『捐血一袋、救人一

命-你有心我有禮』活動，現場備有精美禮品(Lock 隨手杯、阿拉棒、麻糬)致贈捐血人，號召民

眾發揮愛心踴躍捐輸，活動最後共獲得 227 位民眾熱烈響應捐輸鮮血! 

 

 

 

 

 

 

 

 

 

            與會社友合影留念                                 宣傳布條 



本週節目 

五月十二日 

第 130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得利社友 

主  講  者：國立台灣大學 

農藝系助理教授 王裕文先生 

講      題：品味咖啡品味健康 

 

下週節目 

五月十九日 

第 1303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05.12) 

          陳萬祥社友(05.13) 

葉進一前社長(05.1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順正社友(05.16)36 年 

 

友社授證慶典 

【五股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5月 18 日(五)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三重千禧扶輪社 12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三)17:30 

地點：三重彭園餐廳 

【大漢溪扶輪社 9週年】 

時間：6月 3日(日)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06 日  第 130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43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Bank、Gary、Jerry、Picasso、 

Stainless、Tom、Tony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Sunny 

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5月 20 日(星期日)11:00 

地點：樹林海產大王 

        (新北市樹林區大安路 16-1 號)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謝堂誠、賴建男 

 

2012-2013 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    間：5月 19 日(星期六) 

地    點：花蓮高工 10:00  

參加人員： 

社長  謝堂誠 Land 

秘書 賴建男 Otoko 

會計 陳萬祥 Roberta 

社員主委 王信興 Gary 

公共關係主委 吳振斌 P.P.Tea 

扶輪行政主委 羅國龍 Lobo 

服務計劃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職業主委 李榮鏗 P.P.Smile 

國際主委 張茂樹 P.P.Shige 

新世代主委 羅致政 Master 

扶輪基金主委 郭祐福 P.P.Fuk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