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20 日   第 1564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秘書 Jason 夫

人邱碧霞、社長當選人 Master夫人陳亮吟、 

P.P.First 夫人 郭麗玉、P.P.Sun-Rise 夫

人賴光昭、P.P.Tea 夫人吳陳金粧、

P.P.King 夫人林美玲、P.P.ENT 夫人 連文

惠、P.P.AL 夫人徐文美、P.N.Sky 夫人蔡

麗娟、Polo 夫人黃芳珠、Taylor 夫人謝佳

伶、Taylor 公子黃竑傑、板橋東區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團員童建銘、洪瑞

綺、來賓張祐禎、領唱老師張智瑩蒞臨本

社。 

敬祝社友 Benson 夫人生日快樂! 

練習授證歌曲「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板橋東區

扶輪社社歌」、「大家攏嘛好作伙」、「感

謝」、「暫別」。 

 代理出席 Polo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六月一日(星期四)授證當天，社內下午

四時在板橋馥華飯店，有安排一部四排

椅巴士，可以接駁前往台北萬豪酒店，

因座位有限，請要搭乘之社友寶眷於

5/25 前登記報名。 

(2) 5/27 下週例會為授證籌備會議，敬邀社

友夫人蒞臨練習授證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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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劉炳宏 P.Hero 主持授證籌備會議。 

下午四時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有安排 

大巴士接駁前往萬豪酒店，要搭乘之社友 

請在 5/25 前登記。 

萬豪酒店停車場可以免費停車。敬請全體 

社友伉儷於下午五時前抵達現場，有安排 

攝影師幫各位拍照，請各位社友穿著西 

裝、搭配年度紅色領帶，夫人穿著洋裝出 

席。 

晚會結束後將安排大合照，敬請全體社友 

伉儷留步合影。 

此次用餐人數，一桌為 12 位，屆時將安 

排社友到友社桌擔任接待人員。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北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日期：5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雙岩龍鳳城(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278 號)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彭園餐廳-新北市政府 1樓(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1 樓) 

【樹林芳園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7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日) 

*地點：徐家堡餐廳(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329 號)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6月 1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六樓-世紀廳(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鼎鼎大飯店-板橋 Mega 50(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8 樓) 

【新北世界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6月 2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板橋中區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6月 22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三峽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日期：06 月 23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五樓(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接待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台行程表 
日期 時間 內容 備註 

05/31 

(三) 

11:30 馥華飯店集合，搭乘巴士前往桃園機場接二社姊妹社  

12:00 機場接機(1)-歡迎高田東扶輪社蒞台 (第一航廈) 

中華 CI107 班機 12:10 

香草 JW1101 班機 12:20

香草 JW101 班機 12:10 

12:50 台北諾富特華航桃園機場飯店一樓大廳酒吧下午茶  

14:00 機場接機(2)-歡迎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 (第一航廈) 

馬航 MH366 班機 14:05 

15:30 【馥華飯店】CHECK IN、休息  

17:00 與二社相約在【馥華飯店】，步行前往歡迎會場  

17:30 【板橋吉立餐廳】 

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蒞臨台灣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社續盟儀式 

 

21:00 返回【馥華飯店】  

06/01 

(四) 

08:30 【馥華飯店】CHECK OUT   

08:50 出發，搭乘巴士市區觀光  

09:30 參觀【總統府】   

10:30 參觀【台北賓館】  

11:30 參觀【立法院】  

12:30 中午【康園】用餐  

13:50 參觀【濟南教會】   

15:00 【萬豪酒店】CHECK IN  

16:00 板橋馥華飯店集合，搭乘巴士前往台北萬豪飯店  

21:45 巴士返回板橋馥華飯店  

06/02 

(五) 

05: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離台-9位 

香港 HX285 班機 08:00 

中華 CI753 班機 07:50 

10:00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市區觀光-5 位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市區觀光-5 位 

 

06/03 

(六) 

10: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離台-5位 

(第一航廈) 

香草 JW104 班機 13:05 

12:00 【萬豪酒店】CHECK OUT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離台-5 位 

(第一航廈) 

馬航 MH367 班機 15:05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來台名單
 職稱 姓名 

1. 会長エレクト 青木光達 
2. 副幹事 保坂祐司 
3. 会員選考副委員長 伊藤春男 
4. 令夫人 伊藤ヤス子
5. ロータリー財団副委員長 小坂靖至 
6. 令嬢 小坂恵美 
7. 幹事 宮崎富夫 
8. 令夫人 宮崎葉子 
9. 国際奉仕委員長 小川幸喜 

10. 
地区インターアクト委員
長 

清水信博 

11. 副会長 清水善子 
12. 親睦副委員長 延澤儀一 
13. 職業分類委員 大塚幸四郎
14. 令夫人 大塚加津江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來台名單 
 職稱 姓名 

1. 社長 楊明和先生 
2. 社長當選人 黃美娥女士 
3. 社長當選人千金 Jasmin Choy 
4. 秘書 王嘉麗女士 
5. 國際服務主委 張瑞來先生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七日 

第 1565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六月三日 

第 1566 次例會 

提前舉行【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

來西亞AMPANG扶輪社蒞台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

社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劉孟賜、洪敏捷、郭祐福、郭昭揚 

張正鳴、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 

林振哲、劉炳華、黃俊哲、黃文龍 

 

節目預告 

六月十日 

第 1567 次例會 

為舉行本社授證三十週年紀念慶典，故經理

事會決議例會提前至六月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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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配帶年度紅色領 

帶出席，並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 

前抵達會場迎接友社社友蒞臨。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0 日    第 1564 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Frank、Just、Navigare 

三、祝您旅途愉快! 

    Life、Master、Obama、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5月20日   第156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410,429

AL 1,000 Lobo 2,500

First 1,000 Masa 500

Fuku 1,000 Polo 1,000

George 1,000 Roberta 6,000

Hero 3,000 Sky 1,000

James 1,000 Stock 1,000

Jason 1,000 Taylor 1,000

King 1,000 Tea 500

Land 500 Trading 2,000

小計：     $26,000 總計：    $1,436,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38,600

AL 7,700 Kenny 10,200

Coach 7,700 Obama 7,700

Justice 10,200 Smile 7,700

小計：      $51,200 總計：    $1,589,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