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4 月 28 日   第 1352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Tom： 

歡迎褓姆廖金順先生(P.P.Lion)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Tony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以及母親節歌

曲「心肝寶貝」，並練唱授證合唱歌曲「我

的一顆心」、「恰似你的溫柔」、「你我相

逢」、「風吹風吹」。 

 秘書 Otoko 報告： 

(1) 為編製授證第二十六週年特刊，欲更新

大頭照、全家福照片者，請於下次例會

時攜帶繳予余 s。 

(2)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敬邀社友夫人於

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一日二次例會，蒞

臨社內練習合唱。能出席之社友夫人請

告知余 s以利安排中午用餐事宜。 

(3) 請社友伉儷撥冗出席，PP TONY 公子林

威任先生於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六

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之結婚

典禮。 

(4) 社長當選人 Lobo 新年度將贈送之社友

POLO 衫、社友夫人背心，尚未試穿者請

儘速試穿並登記尺寸。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褓姆

P.P.Lion 蛋糕、康乃馨，感謝褓姆 P.P.Lion

對本社的指導與關懷。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社長 Land 頒發四-六月份夫人生日禮券，敬

祝社友夫人身體健康、青春永駐。 

 感謝第五組爐主：AL、Bright、P.P.Eric、

Frank、Handsome、P.P.James、Junior、 

Lawyer、P.P.Long、Roberta、Sunny、

P.P.Sun-Rise、P.D.G.Trading、P.P.Wood 

準備美酒佳餚宴請全體社友寶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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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剪影 

時間：4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社長 Land 致贈褓姆 P.P.Lion 母親節紀念品           感謝第五組爐主宴請全體社友寶眷 

 

 

 

 

 

 

 

 

 

 

 

社長 Land 頒發 4-6 月份夫人生日禮券                          歡樂高歌 

 

社區服務&公共形象~捐血一袋、救人一命剪影 

時間：4月 27 日(星期六)09:00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東門(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合影留念                         送給民眾之捐血紀念品「麻糬禮盒」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二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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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陸、林忠慶、蔡宗原、

李郁文、李錫泉、許興國 

攝影組 

下午 04:0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薛松茂 劉孟賜、楊耀程、郭祐福、王信興、

陳明忠、吳得利、邱仁賢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羅國龍 邱顯清、吳晉福、李水日、周肇原、

曾韋傑、羅致政、吳振斌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

排入座 

劉炳華 洪敏捷、黃伯堯、張正鳴、王世原、

連耀霖、邱明政、林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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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堂誠 程文金、郭昭揚、鄭德文、周正義、

李榮鏗、郭道明、黃文龍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林金結 江基清 

獎品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劉炳宏 章明仁、賴光明、陳嘉偉、陳偉信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

等 

陳萬祥 葉進一、陳騰駿、黃明志 

特刊組 編印 26 週年紀念特刊 林順正 張富逸、許國騰、張茂樹 

1.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紅色領帶，社友夫人穿著洋裝。 

2.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會場。 

3.當日有安排專業攝影師，提早到之社友伉儷可以拍照留念。 
 

2013-2014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間：5月11日(星期六)09:30報到 

地點：劍潭活動中心  

參加： 

職稱 姓名 社名 
1. 社長 羅國龍 Lobo 
2. 秘書 劉炳宏 Hero 
3.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

主委 
張富逸 Eric 

4.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
委 

葉進一 First 

5.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
主委 

郭昭揚 James 

6. 社員委員會主委 王世原 King 
7.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

委 
賴建男 Otoko 

8. 會計 吳得利 Polo 
9.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

委 
陳萬祥 Roberta 

10.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劉炳華 Stock 
11.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邱仁賢 Sunny 
12.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郭道明 Trading

 

2013-2014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月18日(星期六)10:00報到 

地點：蘭城晶英酒店 

參加： 

職稱 姓名 社名 

1.社長 羅國龍 Lobo 

2.秘書 劉炳宏 Hero 

3.社員發展主委 黃伯堯 Jack 

4.社員主委 王世原 King 

 



本週節目 

五月四日 

第 135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劉炳華 

主  講  者：中華民國禮儀推展協會 

              理事長 陳冠穎女士 

講      題：服裝穿著與中、西禮儀 

 

下週節目 

五月十一日 

第 135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邱仁賢 

主  講  者：金甌女中 

              音樂老師 戴昌儀女士 

講      題：光影韶音轉動膠卷-電影與音樂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許興國社友夫人(62.05.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連耀霖社友(72.05.04)30 年 

周正義社友(86.05.05)1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4月28日   第135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41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Jerry、Jeremy、Kevin、Lankes、 

Picasso、Smile 

三、祝您旅途愉快! 

    Stainless、Trad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4月28日   第135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27,700

Archi 4,000  

小計：      $4,000 總計：   $1,031,7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98,050

Archi 5,200 Tea 7,700

小計  ：    $12,900 總計：   $1,010,950
 

友社授證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5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 

時間：5月 8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本社訊 

為編製本社第26屆授證特刊，社友欲更新大頭照、全家福照片，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社友夫人，於 5/25、6/1 中午例會時蒞臨社內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