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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26 日   第 1404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Tony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社長 Lobo 準備日本零食分享與會社

友。 

(2) 下週例會，五月三日(星期六)之例會延至

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彭園餐廳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

會議」敬邀社友父母親、岳父母親蒞臨參

與，能出席者請告知余 s以利安排用餐事

宜。 

(3)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六)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姊妹社歡迎宴暨

續盟儀式，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準時撥

冗出席。 

(4) 六月一日(星期日)假吉立餐廳中和店舉

行授證二十七週年週年，屆時敬請全體社

友伉儷，下午五時前抵達會場，以迎接友

社社友的蒞臨。 

 社務討論會由副社長 P.P.Fist 主持，討論如

何扶持、關懷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務運

作與人員擴展。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Lawye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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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5月 8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鑑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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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1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三重千禧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5月 2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三重彭園餐廳 

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45 週年慶典剪影 

 

 

 

 

 

 

 

 

 

 

 

 

兩社簽訂續盟書 

  

 

 

                                  參與日本行 28 位成員於續盟會場やすね合影留念 



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45 週年慶典花絮 

4 月 13(星期日)早上八時搭乘華航 CI107 班機於中午十二時抵達日本國內機場「富山空港」，

一出關隨即看到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社長林健晴先生、國際主委伊藤春男先生、前社長小坂靖

至伉儷，特地到機場迎接我們。更安排國際主委伊藤春男先生、前社長小坂靖至先生，兩位陪同我

們搭乘巴士，一路上姊妹社貼心的為我們準備罐裝茶飲、橘子、草莓、蘋果，而社長林健晴先生、

前社長小坂靖至先生，還分別致贈我們扇子和紀念 T恤。途中行經休息站，簡單享用午餐後，約四

時左右抵達「Loisir 飯店」，換上正式服 や裝後隨即搭乘姊妹社安排的小巴，前往晚上續盟會場「

すす」，一下車即受到姊妹社列隊熱烈歡迎。 

下午五時，進行兩社續盟儀式，首先由日本高田東扶輪社前社長清水善子女士宣佈開會，接著

由社長林健晴先生致歡迎詞，前社長橫瀨和夫先生致友好詞，社長羅國龍先生致祝賀詞，最後邀請

兩社社長林健晴先生.羅國龍先生、國際主委伊藤春男先生.劉炳華先生，正式簽署姊妹續盟合約

書，讓兩社情誼永固長存。 

下午六時，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45 週年記念餐會，在氣勢力度磅礡的太鼓聲中拉開序幕，席間

杯觥交錯，我們也特地為姊妹社獻唱了 2014-15 年度 RI 主題曲「這是咱的扶輪社」、3490 地區主

題曲「用愛轉動千萬年」二首歌，我們用歌聲表達對 ROTARY 的深厚情感。餐會由高田東扶輪社前

社長植木ひろ子女士帶領起舞，席間我們紛紛化做舞者頭綁紀念巾、手拿浴扇，翩翩起舞宛若參加

一場熱情的傳統祭典。 

晚間八時，前往上越市的「高田公園」觀賞夜櫻。上越市的高田公園為日本三大夜櫻著名地，

園區內著名的高田城是德川家康的六男松平忠輝所建，三層日本古式建築和盛開的櫻花相互輝映，

是高田公園的象徵。園區內共有四千棵櫻花樹，包括唯一的一棵最受矚目的「垂櫻」，晚間點燃三

千座紙罩燈，此外，三百公尺長的櫻樹道上利用燈光照射櫻花，白裡帶紅的「夜櫻」美得令人眩目，

我們走在夜櫻道上令人宛如步入一個非人世間的奇境。 

4 月 14 日(星期一)，早上八時在飯店，我們與姊妹社社友互道珍重再見，姊妹社社長林健晴

先生細心安排，自己開車當我們巴士的嚮導員，帶領我們最後一次瀏覽高田公園，河岸櫻花低垂，

流水穿梭其間，形成一幅如詩畫面，紅色的長橋跨越城河，遠望宛如一條紅布橫過河面，美不勝收，

讓人流連忘返，久久不捨。 

道別姊妹社，我們前往長野縣的「野猿公苑」，野生猿猴經過當地人員餌誘而落地生根，因此對人

類較無警戒心，因此可以近距離觀看野生猿泡溫泉的可愛模樣。中午到栗子之鄉「小布施」享用「竹

風堂」美味栗子飯，飯後漫步在小布施町一戶戶白牆黑瓦頂建築街道中好不悠閒，下午前往百年名

剎「善光寺」以及 17 世紀初由武田信玄所建之「小諸懷古園」，晚上入住位於輕井澤地勢最高之飯

店「1130 休閒渡假大飯店」。 

4 月 15 日(星期二)一早前往「鬼押出園」，又稱地獄谷公園，為火山爆發後之岩漿凝結而成的

波瀾壯闊奇石景觀，彷彿熔岩就在您我腳下。中午用過「釜飯定食」前往「舊輕井澤銀座通」有著

與台北天母相似風格，林立各家餐廳、咖啡館、精品屋…等。而古典歐式木造建築之「聖保羅教堂」

佇立於綠色林蔭街道，更讓人有置身歐洲渡假區一樣。下午前往隸屬王子飯店集團的「輕井澤

Prince Outlet」除了擁有 130 多家知名品牌可購物外，整個商場更被一大片綠地與森林包圍，這

是其他 Outlet 無法比擬的。 

4 月 16 日(星期三)，我們朝東京都方向走，沿途經過「小江戶川越」，此處完整保留約 30 多

棟江戶時代的黑色牆壁建築風貌，其傳統百年老店、日式甜點商店林立，充滿樸素懷古風情。中午

至埼玉縣「篭屋」享用過三元豚蒸籠定食，隨即前往淺草搭乘水上巴士，船集行駛在東京灣上，延

途大樓、橋樑、河岸風光迷人， 坂隨便拍照都好看，晚上在「北海道赤 見附店」吃過海鮮鍋後入住

「新大谷飯店」。 

4 月 17 日(星期四)早晨一邊享用飯店早餐、一邊遠眺東京都城市樣貌，收起庸懶的精神，朝

旅途最後一站「阿美橫町」邁進。這集大小無數食品、生活用品、服裝、藥粧…等，熱鬧非凡、充

滿生活氣息的商店街，讓人眼花瞭亂，恨不得能多停留點時間，但旅程終將會結束，我們收拾不捨，

於中午十二時左右抵達羽田機場，搭乘下午二時三十五分的班機返回台北松山，為此次旅程畫下句

點。 



本週節目 

五月三日 

第 1405 次例會 

 為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故經 

理事會決議，延至五月四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舉行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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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五月十日 

第 1406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學生：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所  

博士班學生 邱崇樺 

 講題：複雜多功能氧化物之形態相邊界動力 

學研究 

 學生：國立台北科技大學生化與生醫工程所 

         碩士班學生 蔣孝鴻先生 

 講題：人工關節的磨擦與潤滑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連耀霖社友(72.05.04)31 年 

周正義社友(86.05.05)1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4月26日   第140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ental、Frank、Herbert、 

Jeremy、Kevin、Sky、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4月26日   第140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158,150
Coach 1,000 Picasso 6,000
First 1,000 Roberta 500
George 10,000 Stock 1,000
Hero 500 Sunny 5,000
Jason 1,000 Tea 1,000
Kenny 1,000 Tony 3,000
Land 500 Trading 2,000
Lobo 2,300 Wood 2,000
Masa 1,000  
小計：     $38,800 總計：   $1,196,9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021,200
ENT 5,200 Lobo 14,800
Eric 7,700 Long 5,200
First 10,200 Masa 5,200
Justice 5,200 Roberta 7,700
Life 5,200 Wood 5,200
小計：      $71,600 總計：   $1,092,800

 

本社訊 

為編製本社第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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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中午例會時蒞臨社內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