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AMPANG扶輪社蒞台 

板橋東區扶輪社、日本高田東扶輪社兩社續盟儀式暨爐邊會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來訪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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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社來訪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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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服務委員 張瑞來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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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晚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程序表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17:30 註冊、聯誼  

18:00 鳴鐘開會………………………… 社長 劉炳宏 P.Hero 

 介紹貴賓及友社社友…………… 聯誼 江基清 P.P.AL 

 扶輪歌頌「扶輪頌」、「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祝賀生日 

 社長致歡迎詞…………………… 社長 劉炳宏 P.Hero 

 姊妹社致詞………………………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副社長 清水善子 

 與高田東扶輪社續盟儀式……… 社長 劉炳宏 P.Hero 

國際主委 邱明政 P.P.Masa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副社長 清水善子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國際主委 小川幸喜 

 兩社互相交換紀念品 社長 劉炳宏 P.Hero 

秘書 張正鳴 S.Jason 

國際主委 邱明政 P.P.Masa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副社長 清水善子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國際主委 小川幸喜 

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秘書 宮崎富夫 

 姊妹社致詞……………………… 馬來西亞 AMPANG 社 社長 楊明和 

 兩社互相交換紀念品 社長 劉炳宏 P.Hero 

秘書 張正鳴 S.Jason 

國際主委 邱明政 P.P.Masa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社長 楊明和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國際主委 張瑞來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秘書 王嘉麗 

 秘書報告………………………… 秘書 張正鳴 S.Jason 

19:00 鳴鐘閉會 社長 劉炳宏 P.Hero 

19:10 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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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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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送社友伉儷前往台北萬豪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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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捐贈板橋國小「自立午餐廚房」淨水設備 
時間：5月 26 日(星期五)10:30                                    地點：板橋國小 

新北市板橋國民小學是擁有良好學習環境的校園，但學童的飲用水衛生是否也能擁有相同

的品質呢?身為校友以及前家長會會長的前總監 郭道明(P.D.G.Trading)一直想回饋母校，提昇

學童的飲用水品質，因此積極籌畫，以個人公司「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板橋東區扶輪社」

名義，捐贈校園自立午餐廚房淨水設備乙套，價值新台幣 1,176,000 元。讓學童從營養午餐中

就可以獲取乾淨的水資源，為校園學童健康把關。 

 

 

 

 

 

 

 

 

板橋國小校長 林義祥先生親自帶我們巡視學校「自立午餐廚房」設備與環境 

 

友社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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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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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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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節目 

六月十日 

第 1567 次例會 

提前舉行【授證三十週年慶典暨女賓夕】 

時間：6月 1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萬豪酒店五樓萬豪一廳 

(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199 號) 

備註： 

(1)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紅色領

帶與夫人準時撥冗出席。 

(2) 屆時為迎接友社社友蒞臨，敬請於下午五

時前抵達會場。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34.06.04)  羅國龍前社長(43.06.05)    蕭慶安社友(47.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張正鳴秘書夫人(51.06.03)  江基清前社長夫人(54.06.1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27 日    第 1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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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Frank、Obama、Sky、Taylor 

三、祝您旅途愉快! 

    Lobo、Stock、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5 月 27 日  第 156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436,429

Benson 5,000 Land 500

Eric 2,000 Masa 1,000

First 1,000 Navigare 2,000

George 1,000 Roberta 2,000

Hero 3,000 Tea 500

James 1,000 Tom 4,000

Jason 1,000 Trading 2,000

Kenny 500  

小計：     $26,500 總計：   $1,462,9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589,800

Jack 7,700 Tiger 7,700

Master 13,800 Tom 7,700

小計：      $36,900 總計：   $1,626,7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