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續盟儀式、爐邊會議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簡介 

 加 盟 R I ： 1984 年 3 月 1 日 

授證日期： 1984 年 6 月 27 日 

社    長： Violet Dorall 

秘    書： Horst Vinke 

國際主委： Philip Teoh Swee Lai 

社員人數： 21 位 

例會時間： 2nd and 4th Tuesday of the month at 18:30 

例會地點： Royal Lake Club. Kuala Lumpur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訪名單 

前社長 Mike Yee 

國際主委 Philip Teoh Swee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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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續盟儀式、爐邊會議  

程序表 

 司儀：洪敏捷 P.P.ENT 

17:30 註冊、聯誼………………………… 聯誼 洪敏捷 P.P.ENT 

18:00 鳴鐘開會…………………………… 社長 羅國龍 Lobo 

 唱國歌(中華民國、馬來西亞)  

 扶輪歌頌、祝賀生日  

 介紹貴賓及友社社友  

 社長致歡迎詞……………………… 社長 羅國龍 Lobo 

 姊妹社致詞………………………… 馬來西亞 AMPANG 社 國際主委 Philip 

 秘書報告…………………………… 秘書 劉炳宏 Hero 

 與 AMPANG 扶輪社續盟儀式……… 社長 羅國龍 Lobo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前社長 Mike Yee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國際主委張瑞來 Philip

 兩社互相交換紀念品……………… 社長 羅國龍 Lobo 

秘書 劉炳宏 Hero 

國際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前社長 Mike Yee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國際主委張瑞來 Philip

19:00 鳴鐘閉會 社長 羅國龍 Lobo 

19:10 餐敘  

 

 生 日 快 樂 

薛松茂前社長(06.04)     羅國龍社長(06.05)      蕭慶安社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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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路笑話~新三拜(敗)?      ~感謝社友 Picasso 提供 

 憑著自身條件掙錢又花光光的月光族，叫做一敗天地； 

   敗完了自己又開始啃老的，叫做二敗高堂； 

   找了一個和自己一樣爛的伴侶，叫做夫妻對敗。 
 



 

例 會 記 要 

05 月 24 日   第 1408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社友夫人廖秀蘭女士、董秀琴女士、郭

徐桃子女士、郭麗玉女士、賴光昭女士、郭

鄭明良女士、連文惠女士、林淑容女士、江

琇珍女士、陳玉香女士、邱碧霞女士、王麗

雯女士、張桂香女士、謝淑滿女士、領唱老

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 P.P.Smile 致贈與會社友蛋糕。 

(2) 前社長鄭德文(PP Just)千金鄭茹云小姐

文定之喜，謹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日)

中午 12:00 假彩蝶宴(台北市信義區忠孝

東路五段 297 號)舉行。 

*備註：出席人數、禮金欲自行處理者

請告知余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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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宴暨續盟儀式暨爐邊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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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敬請全體社

友伉儷下午五時前抵達會場，社內有安

排專業攝影師幫社友伉儷拍照。 

 練習六月一日授證，扶輪歌曲「扶輪頌」、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板橋東區扶輪

社社歌」，合唱歌曲「情字這條路」、「感

謝你的愛」、「可愛的玫瑰花」、「站在高

崗上」。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5月24日   第140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11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Herbert、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st、Kevi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5月24日   第140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243,950

Alumi 4,000 Jason 1,000

ENT 1,000 Lobo 3,000

First 1,000 Smile 4,000

Hero 1,000 Sky 1,000

James 1,000 Tiger 1,000

小計：     $18,000 總計：   $1,261,9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160,000

AL 5,200 Jason 7,700

Alumi 5,200 Kenny 5,200

Cathay 5,200 Lawyer 5,200

Dental 5,200 Otoko 11,300

Gary 5,200 Smile 5,200

George 5,200 Tiger 5,200

小計：      $71,000 總計：   $1,231,000



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社來台行程表 

時間 內容 接待人員 

5/31 

(星期六) 

14:40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2 班機抵達台灣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 

16:00 馥都飯店 Check In 

17:30 晚餐-「銀鳳樓餐廳」兩社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社長 Lobo 

秘書 Hero 

6/1 

(星期日) 

09:00 前往土城承天禪寺登山 

11:30 午餐-社長 Lobo 宴請大遠百 9樓非常泰餐廳 

16:00 前往吉立餐廳中和店 

17:30 參加本社授證 27 週年慶典 

22:00 返回馥都飯店 

社長 Lobo 

秘書 Hero 

社長當選人 Otoko 

國際主委 P.P.Stock 

前社長 P.P.Wood 

6/2 

(星期一) 

09:00 飯店-珍重再見，前往台北   

6/3 

(星期二) 

自由安排，參與台北安東扶輪社交接典禮  

6/4 

(星期三) 

15:55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3 班機返回吉隆坡  

 
 

 

友社授證慶典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6月 7日(星期六)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大漢溪扶輪社 11 週年】 

時間：6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富基海鮮餐廳 

【板橋扶輪社 47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天成大飯店 TICC 世貿會館 

【新莊南區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和平扶輪社 1週年】 

時間：6月 16 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三重珍豪餐廳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創社】 

時間：6月 17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晶宴會館 

 

【樹林芳園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海產大王餐廳 

【三峽扶輪社 16 週年】 

時間：6月 19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典華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 30 週年】 

時間：6月 20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土城中央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晶宴會館 

【土城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五)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 18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六)17:00 

地點：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 33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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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炳宏 黃文平、劉孟賜、賴光明、張正鳴、

吳振斌、林順正 

攝影組 

下午 04:0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蕭慶安 林忠慶、楊耀程、蔡宗原、陳明忠、

陳偉信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章明仁 邱顯清、郭祐福、陳嘉偉、王世原、

黃明志、林同義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入

座 

葉進一 張宏陸、吳晉福、李水日、邱明政、

張茂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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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國龍 程文金、郭昭揚、鄭德文、謝堂誠、

賴建男、陳萬祥、李榮鏗、劉炳華、

郭道明、黃文龍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洪敏捷 江基清、羅致政 

獎品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張富逸 陳騰駿、周正義、呂仁團、林振哲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吳得利 黃伯堯、薛松茂 

特刊組 編印紀念特刊 許國騰 王信興、連耀霖、邱仁賢 

(1)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紅色領帶 

(2)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會場。 

 

扶輪知識 

【交換社旗/Exchange of Club Banners】 

很多扶輪社遵循交換各式旗幟的多彩傳統。扶輪社員去外地旅行時常會帶小社旗在補出席時

交換，以示友誼。很多扶輪社用他們收到的旗幟在例會或地區活動時做漂亮的展覽。 

國際扶輪理事會於 1959 年體認到旗幟交換日益普遍，所以鼓勵參與交換的扶輪社確保旗幟的

設計要有特色，而且清楚表現該社所在的社區和國家。建議旗幟最好包括描述該扶輪社所服務地

理範圍的相片、口號或圖案。 

RI 理事會也知道，這種旗幟交換可能造成一些扶輪社的財務負荷，尤是很多

社員補出席的地方，旗幟交換也多。總之，扶輪社需謹慎拿捏旗幟交換的費用，以

避免財務影響到社的基本服務活動。 

    交換旗幟是一種輕鬆愉快的習俗，特別是一支有創意及藝術設計的旗幟，呈現

社區驕傲與光榮的故事的旗幟。交換旗幟就是我們國際友誼的一種真實的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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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三十一日 

第 1409 次例會 

為舉辦「歡迎姊妹社蒞台、續盟儀式、爐邊會議」故經理事會決議例會，於當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例會。 

爐 主：林忠慶、章明仁、洪敏捷、陳騰駿、劉炳宏、郭昭揚、黃明志、呂仁團、邱明政、 

吳得利、林順正、林同義、郭道明。 

 

下週節目 

六月七日 

第 1410 次例會 

為舉辦「本社授證二十七週年慶典暨女賓夕」故經理事會決議例會，提前至六月一日(星期日) 

17:30 假吉立餐廳中和店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