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9 日   第 1400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夫人連文惠女士、顏美淑女士、邱碧霞女

士、張桂香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練唱「用愛轉動千萬年」、「這是咱著扶輪社」、

「可愛的玫瑰花」、「站在高崗上」。 

敬祝 Ming-Long、Gary、Otoko、Lobo 夫人、

Her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ong、Ming-Long，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日本行前說明會，敬請

參與日本行之社友寶眷留步。 

(2) 下週例會，四月五日(星期六)例會適逢清

明節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3) 社友許國騰(Life)尊翁許清日老先生，告

別式謹訂於四月六日(星期日)上午十一

時三十分假三峽昇華園舉行公祭。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First 主持。 

(1)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函邀請本社參

與六月二十七日授證三十週年紀念慶典。 

(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人數

眾多，已不適宜在討論是否回歸共同舉辦

各項活動，例如：社秘書、聯合例會、聯

合登山…等。 

 出席 Junior、代理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 

社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5月 4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彭園餐廳(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39 號 4樓) 

爐主：江基清、黃文平、吳晉福、葉進一、 

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 

許國騰、陳明忠、陳萬祥、林振哲、 

李榮鏗、吳振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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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旅遊-北埔一日遊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103年3月23日(星期日) 

現在的小孩雖然擁有父母完整的愛而感到幸福，但是總少了些什麼?以前我們可以放任自在

的在自家門口玩耍，與街坊巷口的鄰居們從小玩到大，不管是打彈珠還是抓迷藏，童年的回憶總

比現在小孩多了些純樸的氣味。 

新竹北埔除了人聲鼎沸的老街外，有深具客家農村風情的「南埔村」，可以讓我們學習紮草

繩、DIY焢窯、擂茶、搗麻糬，在久違的番薯香中，感受農家懷舊回憶，溫馨又有趣，也讓這些

都市人一起回到鄉下，感受鄉下的怡然自得。 

眼前綠油油的稻田與紅磚穀倉，構築了純樸寧靜的農家景象，今日我們來到擁有百年老厝的「竹

語茶廬－番薯伯焢窯」農莊，在老闆的號召下，我們一行人將袖子往上捲起開始各自分工，從築

窯、燒窯到悶窯，每個人都忙的拼命擦汗，臉上的笑容卻沒有間斷。參與此次控窯的食物有:玉

米、雞腿、番薯，加上中午的客家梅花餐(5菜一湯)配上冰涼綠豆湯，就是簡單的好味道。都市

的習慣到了農村還是沒有改變，進行完搗麻糬、古厝、古農具解說後，就會想要來個下午茶悠閒

一下。我們聽從老闆指示，努力研磨材料在衝上滾燙的熱水，灑上米香，一杯香噴噴又營養的擂

茶就完成了，搭上滿滿花生粒的麻糬，一口好茶，一口茶食，真是享受啊! 

最後，感謝社長Lobo致贈與會人員擂茶禮盒，並安排我們來到南埔村，讓生活在都市裡的我

們，感受到另一種不同的生活型態，看到當地居民臉上總是掛著燦爛的笑容，彷彿世界的一切都

是這麼的美好。沒錯，擁有一個樂觀的生活態度，無論身處在何地，都能夠跟南埔的居民一樣永

遠的樂天過生活!  

 

 

 

 

 

 

 
 

 

全體合影留念 

 

 

 

 

 

 

 

 

 

DIY焢窯趣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年度 AKS. 

  巨額捐獻人.保羅哈里斯之友 

晚會 
日期：4月 18 日(星期五) 

18:00 註冊、聯誼；18:30 晚會開始 

地點：台北典華（台北市植福路 8號） 

參加：羅國龍、葉進一、吳晉福、李水日、 

郭昭揚、王世原、陳萬祥、賴建男、 

郭道明、廖秀蘭。 

 

友社授證 

【新莊扶輪社授證 37 週年】 

時間：4月 12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莊瀚品酒店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 

時間：5月 2日(星期五)18:00 

地點：板橋麗寶百貨 9樓囍宴軒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5日(星期一)17:30 

地點：宸上名品飯店 

【五股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9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鑑館六樓花田盛事廳 

 

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光耀台灣扶輪慶祝大會 

時間：6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報到 

地點：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五路 161 號)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郭道明、郭林美惠、黃伯堯、陳萬祥、 

劉炳華、黃文龍、吳振斌、蕭慶安。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3月29日   第140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104,850

Cathay 1,000 Long 3,000

Coach 500 Polo 300

ENT 100 Roberta 500

First 1,000 Stock 1,000

Hero 2,500 Sunny 1,000

Junior 500 Tiger 1,000

Kenny 1,000 Tom 1,000

Land 500 Tony 1,000

Lobo 3,000 Wood 1,000

小計：     $19,900 總計：   $1,124,7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41,100

Aero 10,400 Stock 7,700

小計：      $18,100 總計：    $959,200
 

訪問日本高田東社行程 

時間：4月 13 日(星期日)~17 日(星期四) 

班機：中華 107 桃園 07:45／富山 11:40 

中華 221 羽田 14:35／松山 17:15 

集合：4/13 早上 4:45 府中捷運站 2號出口 

行程： 

4/13 

（日） 

台北→日本富山空港 → 新

潟上越會場(參加 30 年授證) 

4/14 

（一） 

HOTEL→湯田中．野猿公苑→

小布施．栗子小路→善光寺 

→ 小諸．懷古園→輕井澤 

4/15 

（二） 

HOTEL→鬼押出園→輕井澤～ 

輕井澤 PRINCE OUTLET  

4/16 

（三） 

HOTEL→川越．小江戶古道散

策 → 淺草～東京水上巴士 

4/17 

（四） 

HOTEL→上野阿美橫町→羽田

空港→台北松山 

備註：(1)出發當日社長 Lobo 備有三明治。 

        (2)社友請攜帶西裝、年度紅色領帶。 

(3)夫人請攜帶洋裝。 

(4)個人藥品請自行攜帶。 



本週節目 

四月十二日 

第 140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薛松茂 

 主  講  者：專業畫家 陳秋玉小姐 

 講      題：藝術與集象主義 

 

敬祝 生日快樂! 

邱顯清社友(40.04.20) 

劉炳宏社友(47.04.21) 

李錫泉社友夫人(50.04.20)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邱仁賢社友(61.04.12)42 年 

 張茂樹前社長(60.04.14)43 年 

 賴光明社友(74.04.24)29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5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3月29日   第140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lumi、Archi、Dental、Gary、 

Frank、Herbert、Jeremy、Kevin、Lawyer、 

Ming-Long、Sky、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George 

 

 

 

下週節目 

四月十九日 

第 1403 次例會 

【3490 地區第 24 屆地區年會】 

 日期：4月 19 日(星期六)09:10 早午餐 

                         10:50 大會開始 

4 月 20 日(星期日)08:30 報到 

                 08:50 大會開始 

 地點：內湖典華旗艦店(台北市植福路 8號) 

 參加： 

姓名 Nick Name 備註 

黃文平 Alumi  

葉進一 V.P.First 服務計畫組 

李水日 P.P.George  

劉炳宏 S.Hero 提案討論會 

黃伯堯 P.P.Jack  

郭昭揚 P.P.James 扶輪基金組 

謝堂誠 I.P.P.Land  

羅國龍 P.Lobo 提案討論會 

黃明志 P.P.Long  

邱明政 P.P.Masa  

賴建男 P.E.Otoko 行政管理組 

陳萬祥 Roberta  

李榮鏗 P.P.Smile  

劉炳華 P.P.Stock 社員服務組 

吳振斌 P.P.Tea  

蕭慶安 Tiger  

林順正 Tom  

郭道明 P.D.G.Trading 公共形象組 

黃文龍 P.P.Wood 
地區領導人培養

研討會 

郭林美惠
P.D.G.Trading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廖秀蘭 P.Lob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董秀琴 S.Her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林淑容 P.E.Otok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備註：請上述人員穿著正式服裝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