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9 日  第 1609 次例會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板橋社、永和社、樹林

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

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中午

11:30 假板橋 Mega50-鼎鼎宴會廳舉行。 

 中午 12:00 由九扶輪社社長依序鳴鐘開會。 

 聯誼時間由板橋東區社聯誼呂仁團 Kenny、

板橋南區社聯誼 P.E.Wireless 共同主持，

首先歡迎主講者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先

生蒞臨。 

緊接著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主講先生您好嗎?」、「這是咱的扶輪社」。

以及慶祝本週生日、結婚週年快樂者。 

 板橋社社長陳福源 P.Gas、地區總監謝漢池

D.G.Beadhouse、板橋社創社社友廖金順

P.P.Lion 分別致詞後，由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擔任節目介紹人，介紹主講者外交

部政務次長吳志中先生學經歷。 

 「台灣的外交活力」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

先生：我國外交處境因國際情勢變遷及中國

大陸蠻橫打壓，遠較多數國家艱難，因此我

們外交人員更需要以專業、創新、靈活、務

實的態度，克服面臨的各項挑戰。希望今天

的講座能讓各位對當前我國外交施政的主

軸－「踏實外交」政策的內涵，有更清楚的

瞭解，以便日後在不同的工作崗位上，能夠

有效落實並傳達政府的政策及立場，發揮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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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精神，盡力為國人服務，為國家爭取最大

的權益。本人也期盼今後和各位一起推動並

落實「踏實外交」的理念，在「互惠互助」

的原則下，深信中華民國將以靈活彈性而不

失尊嚴的作為，持續鞏固邦誼、深化與非邦

交國實質關係及善盡國際義務，從而提升我

國家形象，獲得國際社會的認同與支持，營

造有利臺灣的國際環境！謝謝大家！ 

 由板橋社社長陳福源 P.Gas 代表九扶輪社

致贈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先生紀念品。 

 九扶輪社社長分別依序致贈外交部政務次

長吳志中先生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永和社社長當選人林昭程 Kevin 致謝詞。 

 聯合例會真歡喜、八仙過海大團圓、子孫滿

堂拼下去、祝您健康大賺錢，下午 13:10 九

扶輪社社長鳴鐘閉會。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板橋社社長 Gas 代表致贈褓姆 P.P.Lion 紀念品     社長 Master 致贈主講者吳志中先生小社旗 

 

 

 

 

 

 

 

 

 

與會社友合影留念 

 

友社授證 
【新莊扶輪社授證 41 週年】 

*時間：4月 21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大直典華 5樓繁華廳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 37 週年】 

*時間：4月 22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大直典華 5樓繁華廳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廳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8 屆地區年會榮獲獎項、剪影 

時間：4月 14 日(星期六)-4 月 15 日(星期日)          

地點：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壹佰萬功勞社友：郭祐福 P.P.Fuku、郭昭揚 P.P.James、劉炳華 P.P.Stock。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 12 地區捐款第一名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490 地區捐款第一名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3490 地區年度捐款 300 萬以上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社優等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奉獻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基金 100%Foundation Giving Club 奉獻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扶輪基金奉獻獎：郭道明 P.D.G.Trading。 

地區服務功績獎：郭道明 P.D.G.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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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 3H Team 獎：板橋東區扶輪社。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一日 

第 16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萬祥 P.P.Roberta 

主  講  者：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兼安全衛生室主任 石富元先生 

講      題：常見急症之認識與處理 

(夏季常見疾病預防)  

  

下週節目 

四月二十八日 

第 1613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8 樓) 

爐主：游伯湖、徐明偉、吳晉福、楊耀程、 

賴光明、劉炳宏、呂仁團、吳得利、 

李榮鏗、吳振斌、黃文龍 

備註：停車場為 4-9 樓，可免費停 3小時 

 

敬祝 生日快樂! 
 劉炳宏前社長(47.04.21) 

 黃俊哲社友(67.04.27)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賴光明社友(74.04.24)33 年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5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29 日  第 160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Dental、Obama、 

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 03月 29日   第 1609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844,930

Kenny 5,200 Trading 5,200

Tiger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860,530

 

2018-19 年度地區訓練研習會 

*時間：5月 5日(星期六)09:30 報到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 

(1)社長 林振哲 P.E.Sky 

(2)秘書 吳得利 Rtn.Polo 

(3)會計 黃健豪 Rtn.Taylor 

(4)社員主委 黃伯堯 P.P.Jack 

(5)服務計畫主委 郭昭揚 P.P.James 

(6)公共形象主委 賴建男 P.P.Otoko 

(7)行政管理主委 張正鳴 P.N.Jason 

(8)扶輪基金主委 羅國龍 P.P.Lobo 

(9)社區主委 陳萬祥 P.P.Roberta 

(10)職業主委 周正義 Rtn.Justice 

(11)國際主委 劉炳宏 I.P.P.Hero 

(12)青少年主委 游伯湖 Rtn. Al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