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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22 日   第 1560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 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劉炳華

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劉祐誠先生、陳雪鳳碩

士班獎學金學生 周祐安先生、板橋慈惠宮

碩士班獎學金學生李家偉先生、板橋慈惠

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沈文迪先生、板橋慈

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黃盈笛小姐、板橋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林豐正先生、領

唱老師張智瑩 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一支小雨傘」。 

敬祝 Tetsu、P.P.First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Herbert、P.P.Fuku，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社長當選人 MASTER 宴請全體社友伉

儷，謹訂於四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下午

六時假台北新醉紅樓菜館舉行。 

(2) 四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謹訂於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五

十分假老爺關西高爾夫球場舉行。 

(3) 2017-2018 年度地區訓練講習會，謹訂

於四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

新北市政府 3F 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參加人員：P.E.Master、P.P.AL、

P.P.Smile、P.P.Stock、Leo、P.N.Sky、

P.P.Wood、P.P.ENT、Junior、Benson 

P.P.Jack、P.P.George。敬請穿著西裝

出席會議。 

(4) 下週第 1561 次例會，為舉行「慶祝母

親節晚會暨爐邊會」故延至四月三十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

樓餐廳三樓舉行。 

(5) 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

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暨續盟儀式暨爐

邊會，謹訂於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舉行例會。 

(6) 本社授證三十週年紀念典禮，謹訂於六

月一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

北萬豪酒店五樓萬豪一廳舉行。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劉炳華冠名獎學金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

所博士班三年級學生劉祐誠先生「選擇性催

化甲烷碳-氫鍵活化與碳-鍵偶合的觸媒開

發」、陳雪鳳冠名獎學金清華大學工程與系

統科學系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周祐安

先生「高速通訊系統物理層之資料與時脈回

復電路」、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國立台

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學

生李家偉先生「生醫複合塑化材料特性探

討」、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國立台灣大

學電信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沈文迪先生「多

媒體廣播服務應用單頻網概念裝置間通

訊」、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國立政治大

學法律科際整合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學生 

黃盈笛小姐「通訊標準必要專利之權利救

濟」、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國立臺灣大

學生醫電子與資訊學研究所碩士班三年級

學生林豐正先生「發展活體血流細胞偵測

儀」。 

 社 長 劉炳宏 P.Hero 、 前 社長劉 炳 華

P.P.Stock、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

前總監郭道明 P.D.G.Trading、板橋慈惠宮

代表前社長邱明政 P.P.Masa 頒發獎學金、

小社旗。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7 屆地區年會榮獲獎項、剪影 

時間：4月 15(星期六)-4 月 16 日(星期日)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地區扶輪基金功績獎-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服務功績獎-郭道明 P.D.G.Trading、賴建男 D.V.S.Otoko、劉炳宏 P.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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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祐福 

P.P.Fuku、劉炳宏 P.Hero、郭昭揚 P.P.James、劉炳華 P.P.Stock、板橋慈惠宮、板信商業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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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董事-郭道明 P.D.G.Trading、郭祐福 P.P.Fuku、郭昭揚 P.P.James、 

劉炳華 P.P.Stock、板信商業銀行、板橋慈惠宮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年度 1300 萬功勞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年度巨額捐獻社友-郭道明 P.D.G.Trading、板橋慈惠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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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炳宏 P.Hero、郭昭揚 P.P.James、劉炳華 P.P.Stock、板信商業銀行、板橋慈惠宮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永久基金捐獻社友-郭祐福 P.P.Fuku 

總監 All Star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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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九日 

第 1561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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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宏陸、林忠慶、吳晉福、楊耀程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黃健豪 

 

下週節目 

五月六日 

第 156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主  講  者：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 

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  

林宗嵩博士 

講      題：氣候變遷下企業的危機與轉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4 月 22 日   第 156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ental、Frank、Obama、 

Taylor、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Rober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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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4 月 22 日  第 156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342,029

Coach 2,000 Land 500

Fuku 5,700 Lobo 2,000

Hero 5,000 Masa 1,500

James 1,000 Master 1,000

Jason 1,000 Sky 1,000

Just 500 Stock 2,000

Justice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27,200 總計：   $1,369,2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292,100

ENT 7,700 Long 7,700

Eric 7,700 Masa 10,200

Fuku 7,700 Navigare 7,700

Hero 18,800 Polo 10,200

Lobo 10,200 Sky 7,700

小計：      $95,600 總計：   $1,387,700

 

友社授證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5月 4日(星期四)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六樓花田盛事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五十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六)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六樓花田盛事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