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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16 日  第 1507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Junior： 

歡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蔡元翔先生、吳

盈萱小姐、李則儀小姐、吳承憲先生、何佳

純小姐、林鉅峰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

蒞臨本社。 

敬祝 Coach、Hero、P.P.First 夫人，生日快

樂! 

敬祝 Herbert、P.P.Fuku，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P.P.Land 報告： 

(5) 例會結束後召開四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6) 第二十六屆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二十

三日(星期六)-四月二十四日(星期日)

假新莊頤品飯店舉行。 

*敬請報名參加之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

度領帶出席活動。 

(7) 第四次社長、祕書聯誼會，謹訂於五月

一日(星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吉立餐廳

二樓舉行。 

*敬請社長 ROBERTA、秘書 LAND、助理總

監 STOCK、社長當選人 HERO、秘書當選

人 JASON、地區副秘書當選人 OTOKO 撥冗

出席。 

(8) 四月三十日例會延至五月一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三樓

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爐主：林忠慶、洪敏捷、郭祐福、李水

日、陳嘉偉、周正義、呂仁團、謝堂誠、

邱明政、吳得利、薛松茂、郭道明。 

 中華扶輪教育基得獎學生報告，蔡元翔先

生「人臉情緒辨識」、吳盈萱小姐「遊客

參訪動機與滿意度之研究」、李則儀小姐

「從聾人的生命經驗探討語言的障礙、隔

閡與超越」、吳承憲先生「中國在東南亞

的外援政治-戰略布局與國家能力的競

合」、何佳純小姐「跨境電子商務與顧客

關係管理-台灣與韓國的差異」、林鉅峰先

生「如何向百貨公司專櫃從業人員傳福音

之研究-以中華基督教內地會台北服務業

福音教會為例」。  

 社長 Roberta 與推薦社友 P.P.Masa、

P.P.Fuku 代表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代理出席 P.P.Eric、糾察 P.P.Jack 報告

本週社友出席情況、紅箱收入。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四月份臨時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16 日(星期六) 

二、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陳萬祥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謝堂誠、 

邱明政、羅致政、賴建男、陳萬祥、 

蕭慶安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友黃文平先生因事業繁忙故申請退 

社。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一○五年三月三 

十一日止。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6 屆地區年會榮獲獎項、剪影 

地區服務功績獎-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服務功績獎-劉炳華 A.G.Stock 

地區服務功績獎-陳萬祥 P.Roberta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特別貢獻獎-郭道明 P.D.G.Trading、前總監夫人郭林美惠女士、陳萬祥 

P.Roberta、郭祐福 P.P.Fuku、劉炳華 A.G.Stock、郭昭揚 P.P.James、板橋慈惠宮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七地區捐款第一名-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 3490 地區捐款第一名-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年度捐款 300 萬元以上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統一捐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郭祐福 P.P.Fuku、郭昭揚 P.P.James、劉炳華 A.G.Stock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年度 900 萬功勞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年度冠名捐獻社友-郭道明 P.D.G.Trading、前總監夫人郭林美惠女士、 

板橋慈惠宮、陳萬祥 P.Roberta、郭祐福 P.P.Fuku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永久基金捐獻社友-劉炳華 A.G.Stock、郭昭揚 P.P.James 

總監 World Class 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服務計劃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日活動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基金傑出貢獻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基金 EREY 貢獻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耆老獎-邱明政 P.P.Masa、李水日 P.P.George、黃明志 P.P.Long、郭祐福 P.P.Fuku 

扶輪基金功績獎-郭道明 P.D.G.Trading 

 

 

 

 

 

 

 

 

 

 

 

 

 

 

 

 

 



本週節目 

四月三十日 

第 1509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5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爐主：林忠慶、洪敏捷、郭祐福、李水日 

陳嘉偉、周正義、呂仁團、謝堂誠 

邱明政、吳得利、薛松茂、郭道明 

 

下週節目 

五月七日 

第 151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韋宗先生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 陳怡樺小姐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佩珊小姐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林格聖先生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劉祐誠先生 

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賴奕丞先生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周正義社友(86.05.05)19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16 日  第 150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7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rchi、Bright、Frank、Herbert、Just、

Kevin、Polo、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Stoc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5月04月16日   第1507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108,700

Coach 2,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a 2,000

Eric 3,000 Master 1,000

Fuku 5,600 Obama 1,000

Frank 11,000 Otoko 1,000

Hero 3,000 Roberta 5,000

Jack 1,000 Shige 3,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Land 1,000 Tiger 1,000

Life 1,000  

小計：     $45,600 總計：   $1,154,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62,900

Aero 5,200 Sun-Rise 5,200

Frank 5,200 Stock 10,200

Kenny 5,200 Trading 5,200

Sky 5,200  

小計：     $41,400 總計：   $1,004,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