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9 日  第 1303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社長 P.P.Wood 夫人簡家秀女士、

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ENT 夫人

連文惠女士、I.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

Lawyer 夫人陳玉香女士、Polo 夫人黃芳珠女

士、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Master 夫人陳亮

吟女士，蒞臨本社。 

 代理秘書 P.P.George 報告： 

(1)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五月二十六日例會蒞臨練唱。 

(2) 請各位社友向余 s索取授證置裝費 1500

元。 

(3) 尚未繳納 10-12 月、1-3 月、4-6 月、爐

邊會分攤款者，請於例會時攜帶費用繳納

以利社務推展。 

(4)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台名單有變

動，從 11 位改為 10 位。 

(5) 感謝社長 P.P.Wood 致贈全體社友領帶，

請全體社友於五月三十一日、六月一日時

配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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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證籌備會： 

(1) 合唱，男領唱：洪敏捷 P.P. ENT 擔任，

女領唱：陳亮吟 Master 夫人擔任。 

(2) 5/31 歡迎會請全體社友伉儷準時下午

17:30 出席。 

(3) 6/1 授證請全體社友伉儷準時 16:30出

席，拍夫妻照，晚會結束拍團體大合照。 

(4) 6/1全體社友請穿著社長贈送之灰色西

裝、紫色領帶出席。 

(5) 6/1 走星光大道，順序為歷介社長、社

友(按照英文字母順序)、社長。 

(6) 6/1、6/2 接待姊妹社觀光行程，請社

友伉儷踴躍報名參與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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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為減輕社友之負擔，會告知兩社來台社友，無需準備小禮物互贈，由社內代表致贈兩社來台

社友紀念品即可。 

 本年度三四九○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本社申報 P.P.Masa、P.P.George 榮獲得終身成就獎，其

申請資格為社員 80 歲以上或參加扶輪社達 40 年以上，今年仍然出席例會 5 次以上者。由社長

P.P.Wood 代表頒發終身成就獎予 P.P.Masa、P.P.George。 

 

 

 

 

 

 

 

 

 

 

 出席Life、糾察Stainless報告本週社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P.P.Wood鳴鐘閉會。 

扶輪知識 

【社員有那些責任?】 

身為扶輪社員的權利 

 與有同樣理念的人士聯誼 

 推薦新社員加入你的扶輪社 

 對你的社區及你的職業提供有意義的服務 

 促進國際友誼的獨特機會 

 與其他事業及專業領袖增廣相識 

 參與每週例會中的激勵節目 

 在委員會服務，同時發展領導技能 

 在當地及全球各地的其他扶輪社補出席時與扶輪社員相聚 

 參加地區年會及扶輪國際年會 

每一種權利都有相對應的責任。舉例而言，推薦新社員是權利也是義務。同理，出席每週例會既

是增廣相識的機會也是義務。 

扶輪家人一起服務 

一些令人興奮的國際扶輪計畫開放供扶輪社員的配偶及子女參加，包括青少年交換，扶輪休閒與 

職業聯誼、扶輪友誼交換及國際年會前會後的家庭住宿招待。但是社員的家人不得參加某些計 

畫，例如扶輪基金會的獎學金。 

把你的家人引進扶輪世界的一些建議 

 在任何場合遇到扶輪社員時向他們介紹你的家人 

 邀請家人出席扶輪社例會 

 與家人談論扶輪社各種計畫及活動 

 邀請你的扶輪社或地區所贊助或接待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及扶輪大使獎學金學生到你家中

或參加你家的社交活動 

 讓家人加入所有適合的活動，例如社交活動或服務活動 

 鼓勵配偶及子女，在情況允許及適合時，出席地區年會、地域會議及扶輪國際年會 

 鼓勵子女年齡適合者考慮加入扶輪少年服務團或扶輪青年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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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馥都飯店集合前往松山機場(巴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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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航 CI 0223 
07:10 日本羽田出發 
10:00 抵達台北松山 

11:00 忠烈詞 地址：台北市中山區北安路 139 號
電話：2885-4162 

12:30 故宮晶華午餐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電話：2882-9393#605 

13:30 故宮博物院 
地址：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二段 221 號 
電話：2881-2021 

13:30 馥都飯店集合前往桃園機場(巴士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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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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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台北孔廟-在大龍街遊客中心與解說員
會合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大龍街275號 
電話：2592-3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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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30 馥都飯店 Check Out  

 歡送 AMPANG 扶輪社 
搭乘高鐵前往台中 

10:30 台北 101 
地址：台北市市府路 45 號 
電話：8101-7777 

11:30 鼎泰豐 101 店 
地址：台北市市府路 45 號 B1 
電話：8101-7799 

12:30 自由活動-逛街購物  

16:00 台北松山機場-歡送高田東扶輪社 
華航 CI 0222  
18:15 台北松山出發 
21:55 抵達日本羽田 

 返回板橋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六日 

第 1304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六月二日 

第 1305 次例會 

為舉辦「歡迎姊妹社蒞台暨與兩社續盟儀式 

暨爐邊會議」故經理事會決議，例會提前至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四)17:30 假板橋擔仔麵 

餐廳五樓舉行。 

爐 主：劉孟賜、張富逸、陳騰駿、黃伯堯 

周正義、王世原、許國騰、黃明志、許興國 

賴建男、陳萬祥、李榮鏗、邱仁賢、林同義 

郭道明。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19 日  第 130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Decor、Duval、 

Frank、Herbert、Jerry、Jeremy、Just、 

Lankes、Main-Long、Mast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Dental、Picass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5 月 19 日   第 1303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46,800

George 3,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ainless 1,000

Masa 3,000 Trading 4,000

Noni 2,000 Wood 6,000

Polo 1,000  

小計：       $22,000 總計：    $1,168,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08,900

Archi 5,200 Kevin 5,200

Cathay 5,200 Stock 7,700

Jack 5,200 Tom 5,200

Junior 7,700  

小計：      $41,400 總計：   $1,252,800

 

友社授證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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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扶輪社 2週年】 

時間：6月 4日(一)17:30 

地點：天皇御園 

【新莊南區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6月 7日(四)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新世代扶輪社 1週年】 

時間：6月 8日(五)17:30 

地點：三重珍豪飯店 

【蘆洲湧蓮扶輪社 4週年】 

時間：6月 9日(六)17:30 

地點：蘆洲典華 

【板橋扶輪社 45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日)17:30 

地點：板橋典華 

【板橋北區扶輪社 28 週年】 

時間：6月 17 日(日)17:30 

地點：正隆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