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 

暨與兩社續盟典禮暨爐邊會議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簡介 

加盟 R I： 1968 年 12 月 16 日 

授證日期： 1969 年 6 月 29 日 

社    長： 植木ひろ子 

秘    書： 尾崎正弘 

國際主委： 橫瀨和夫 

社員人數： 37 位 

例會時間： 每週一 12:30-13:30 

例會地點： 上越市西城町 3-5-20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簡介 

加盟 RI： 1984 年 3 月 1日 

授證日期： 1984 年 6 月 27 日 

社    長： PK Leong 

秘    書： Horst Vinke 

國際主委： Philip Teoh 

社員人數： 22 位 

例會時間： 2nd and 4th Tuesday of the 

month at 18:30 

例會地點： Royal Lake Club. Kuala 

Lump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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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 

暨與兩社續盟典禮暨爐邊會議 程序表 
司儀：吳得利 Polo 

17:30 註冊、聯誼  

18:00 鳴鐘開會……………………………… 社長 黃文龍 Wood 

 介紹貴賓及友社社友………………… 聯誼 吳得利 Polo 

 扶輪歌頌、祝賀生日  

 社長致歡迎詞………………………… 社長 黃文龍 Wood 

 姊妹社社長致詞……………………… 日本高田東社社長 植木ひろ子 

 姊妹社社長致詞……………………… 馬來西亞 AMPANG 社社長 PK Leong 

 秘書報告……………………………… 秘書 吳振斌 Tea 

 與高田東扶輪社續盟儀式…………… 社長 吳振斌 Wood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社長 植木ひろ子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國際主委 橫瀨和夫 

 兩社互相交換紀念品 社長 黃文龍 Wood 

秘書 吳振斌 Tea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社長 植木ひろ子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秘書 尾崎正弘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國際主委 橫瀨和夫 

 與 AMPANG 扶輪社續盟儀式………… 社長 黃文龍 Wood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社長 PK Leong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P.D.G. Khean 

 兩社互相交換紀念品 社長 黃文龍 Wood 

秘書 吳振斌 Tea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社長 PK Leong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P.D.G. Khean 

19:00 鳴鐘閉會 社長 Wood 

19:10 餐敘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來訪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1. 社長 植木ひろ子 

Ueki Hiroko 

14. 職業主委 高橋正明 

Takahashi Masaaki 

2. 社長當選人 清水善子 

Shimizu Yoshiko 

15. 職業主委夫

人 

高橋睦子 

Takahashi Mutsuko 

3. 前社長 小菅秀男 

Kosuge Hideo 

16. 社刊主委 宮下寿之 

Miyashita Toshiyuki 

4. PAG 西条聖八 

Nishijo Seihachi 

17. 社刊主委夫

人 

宮下久美子 

Miyashita Kumiko 

5. 秘書 尾崎正弘 

Ozaki Masahiro 

18. 會計 古澤範男 

Furusawa Norio 

6. 聯誼委員 青木光達 

Aoki Terumichi 

19. 會計夫人 古澤智惠子 

Furusawa Chieko 

7. SAA 平林健資 

Hirabayashi Kensuke 

20. 糾察 保坂祐司 

Hosaka Yuji 

8. 副社長 小坂靖至 

Kosaka Yasunori 

21. 糾察夫人 保坂陽子 

Hosaka Yoko 

9. 副社長千金 小坂惠美 

Kosaka Emi 

22. 社員主委 大塚幸四郎 

Otsuka Koshiro 

10. 國際主委 橫瀨和夫 

Yokose Kazuo 

23. 社員主委夫

人 

大塚加津江 

Otsuka Kazue 

11. 國際主委夫人 橫瀨三代子 

Yokose Miyoko 

24. 出席主委 吉田邦広 

Yoshida Kunihiro 

12. 社務主委 林健晴 

Hayashi Takeharu 

25. 新世代主委 倉石工 

Kuraishi Tsukasa 

13. 社務主委夫人 林貴美子 

Hayashi Kimiko 

26. 聯誼主委 橫山亘 

Yokoyama Wataru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訪名單 

 職稱 姓名  職稱 姓名 

1. 社長 Leong P K 6. 前社長夫人 Margaret Yee 

2. 前社長 Khoo Boo Choon 7. 前社長 Sunny Low 

3. 前總監 Khoo Boo Khean 8. 前社長夫人 Pat Yeo 

4. 前總監夫人 Lee Swan Sim 9. 社友 Koh Siew Eng 

5. 前社長 Mike Yee K W 10. 來賓 Yee Koi Eng 



姊妹社日本高田東社、馬來西亞 AMPANG 社來台行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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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排、

結束後收拾 

賴建男 游章杰、張富逸、王信興、黃伯堯、 

曾韋傑、李郁文、許興國、陳明忠、 
林金結 

攝影組 
下午 04:0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林忠慶 劉孟賜、吳晉福、章明仁、周肇原、 
王世原、黃明志、林同義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吳振斌 郭昭貴、何文章、郭祐福、陳嘉偉、 
蔡宗原、李錫泉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
入座 

李榮鏗 張宏陸、江基清、楊耀程、陳騰駿、 
賴光明、謝鑫浩、羅致政 

姐妹社接待組 
下午 04:30 

姐妹社社友及夫人各項活
動餐飲及作陪人員之安排

黃文龍 李水日、郭昭揚、鄭德文、謝堂誠、 
羅國龍、邱明政、張茂樹、劉炳華、 
郭道明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吳得利 洪敏捷、陳偉信 

獎品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劉炳宏 程文金、周正義、邱仁賢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張正鳴 許國騰、陳萬祥、薛松茂 

特刊組 編印二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葉進一 邱顯清、連耀霖、林順正 

1、 請全體社友穿著灰色西裝及紫色領帶。 
2、 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04:30 以前抵達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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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6月 20 日(三)17:30 

地點：板橋典華 

【福利旺扶輪社 2週年】 

時間：6月 21 日(四)17:30 

地點：龍鳳城 

【樹林芳園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6月 22 日(五)17:30 

地點：海產大王 

【土城中央扶輪社 15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二)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 

【土城扶輪社 29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三)17:30 

地點：中和吉立 

【鶯歌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四)17:30 

地點：金龍鳳 

【樹林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六)17:30 

地點：海產大王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5 月 26 日  第 130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29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Dental、Duval 
Herbert、Investor、Jerry、Jeremy、 
Lankes、Main-Long、Master、Picasso、 
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Gary、Frank、George、Lobo、Stock、 

Sunn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5 月 26 日   第 1304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46,800
AL 1,000 Stainless 1,000

Just 1,000 Tea 4,000
Masa 1,000 Wood 5,000
Polo 1,000  

小計：       $14,000 總計：    $1,160,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08,900

Coach 5,200 Jason 7,700
Decor 5,200 Just 5,200
Hero 7,700  

小計：      $31,000 總計：   $1,239,9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103,500

Fuku 1,000 Tea 2,000
Just 500 Wood 1,000
Stainless 1,000  

小計：        $5,500 總計：     $109,000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06.04) 

羅國龍社友(06.05) 

江基清前社長(06.07) 

蔡宗原社友(06.12) 

章明仁社友夫人(06.02)   

張正鳴社友夫人(06.03) 

陳偉信社友夫人(06.04)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06.14) 



扶輪頌 
(一)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 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二)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t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哦!我們歡迎 Ro-ta-ri-an，  

Men of Ro-ta-ry we greet you, oh! Men of Ro-ta-ry We greet you,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We want you to feel that our friend-ship is real, we are glad you’re here here today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也帶些祝賀回家去， 

So take back home a bit of cheer, Re-gards from all the fellow here,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請進來 Ro-ta-ri-an，請再來。 

And when once more you are near our door, Come again Ro-ta-rian Come again.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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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六月九日 

第 1306 次例會 

為舉辦「本社授證二十五週年慶典暨女賓夕」故經理事會決議例會，提前至六月一日(星期五)17:30 

假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B2 福祿廳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