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2 日  第 1615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5 月 26 日為前社長日，屆時敬邀各位 P.P.

撥冗出席抽籤擔任職務。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台灣寶麒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

文霖先生、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司董事長郭

俊麟先生、莊大衛髮型公司董事長莊金盤先

生、A-Salon 髮型公司董事長呂長安先生、

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學金碩士班學

生楊鎮寧先生、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

學金學生碩士班學生許庭華小姐、板橋慈惠

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碩士班學生陳郁璇小

姐、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博士班學

生魏芳君小姐、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

生碩士班學生陳柏全先生、板橋慈惠宮碩士

班獎學金學生碩士班學生黃于芳小姐、領唱

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Wood、P.P.Roberta、P.P.First，

生日快樂! 

敬祝 Tom、Benson，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雙人枕頭」、「小丑」。 

 出席主委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情況。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五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5 月 31 日(星期四)-6 月 3 日(星期日)

需要十位社友，接待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敬請社友報名參與接

待。 

(3) P.P.Cathay、Alan 慶祝一桿進洞晚宴，

謹訂於 6月 24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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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海釣族餐廳舉行。屆時敬邀社友

伉儷撥冗出席。 

(4) 敬邀社友夫人於 5月 19 日(星期六)、

5 月 26 日(星期六)蒞臨社內練習授證

合唱歌曲。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報告： 

板信商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學金碩士班學

生楊鎮寧先生「利用非離子型界面活性劑

Triton X-100 移除 DNAPLs 試驗」、板信商

業銀行碩士班冠名獎學金學生碩士班學生

許庭華小姐「社會企業帶動社區發展之個案

研究-以台灣農夫與桃米社區為例」、板橋

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碩士班學生陳郁

璇小姐「泰國台商業務拓展及市場開發之研

究」、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博士班

學生魏芳君小姐「探討有氧運動介入對冠狀

動脈心臟病吸菸者之身心健康及戒菸成

效」、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碩士班

學生陳柏全先生「論著作權人主張圖書館公

共借閱權之可能」、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

金學生碩士班學生黃于芳小姐「台灣街舞活

動發展之研究－以世界街舞錦標賽台灣站

活動為例」。 

 羅 致 政 P.Master 與 冠 名 捐 獻 人

P.D.G.Trading、P.P.Stock、P.P.Masa、

P.P.Al 代表頒發獎學金、小社旗。 

 糾察主委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次例會

紅箱收入。 

 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0 日(星期日) 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5月 22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新莊典華 6樓盛典廳 

【五股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 6樓盛典廳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5月 25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頤品飯店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得獎學生專題報告剪影 
 

時間：5月 12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合影留念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十五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 

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劉炳華 

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四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台灣寶麒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王文 

霖先生、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司董事長 

郭俊麟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六月 

一日(星期五)授證時舉行入社儀式。 

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5月 19 日(星期六)16: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參加：羅致政 P.Master、江基清 P.P.Al 

林振哲 P.E.Sky、吳得利 P.S.Polo 



【接待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行程】 
一、來訪名單 
 姓名  姓名 

1. 社長 黃美娥 Ooi Bee Ngoh 5. 社長當選人 王嘉麗 Ong Chia Lee 

2. 前總監 邱武權 PDG Ken Khoo 6. 社長當選人夫婿 黃智權 Wong Chee Keen 

3. 前總監夫人 Ann Swam Sim 7. 社友 宋家昇 Shong Jay Shen 

4. 前社長 楊明和 Sonny Yeoh Beng Hoe  8. 國際主委 張瑞來 Teoh Sew Lai 
二、接待行程： 

時間 內容 
5/31 

(星期四) 
13:30 社館出發前往桃園機場接機-第一航廈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社搭乘，馬航 MH366 抵達桃園機場 14:20 
15:00 板橋凱撒飯店 Check In 
17:30「Mega 50 鼎鼎宴會廳」歡迎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 

6/1 
(星期五) 

09:00 板橋凱撒飯店集合、出發 
09:30 台北圓山大飯店參觀避難地道、總統套房 
10:30 中央廣播電台參觀 
12:00 社長宴請中央廣播電台午餐 
13:00 返回板橋凱撒飯店 
17:20 參加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 31 週年典禮暨女賓夕 

6/2 
(星期六) 

11:00 板橋凱撒飯店集合、出發 
11:30 遊大稻埕 
13:00 呂桑食堂午餐 
15:30 淡水漁人碼頭  
16:30 淡水老街 
17:30 淡水北墾丁啤酒屋晚餐 

6/3 
(星期日) 

11:00 八野犇鮮涮鍋午餐 
12:30 板橋凱撒飯店道別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社搭乘 
馬航 MH367 由桃園機場 15:10 出發，抵達吉隆坡 20:00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回母社報告團務剪影 
時間：5月 5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副社長 P.P.ENT、青少年主委 Benson 代表本

社頒發扶青團下半年度經費五萬元予團長 

張以柔小姐 

2018-19 年度社員研討會 

*時間：5月 26 日(星期六) 
       上午 09:30 報到、10:00 開會 
*地點：村却國際溫泉酒店 

(宜蘭縣羅東鎮站東路 190 號) 
*參加：(1)社長 林振哲 P.E.Sky 

(2)秘書 吳得利 P.S.Polo 
(3)社員主委 黃伯堯 P.P.Jack 
(4)社員發展主委 王世原 P.P.King 

 

2018-19 年度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6月 2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報到、10:30 開會。 

*地點：基隆水園餐廳 
(基隆市信義區東明路 177 號 3 樓) 

*參加：(1)社長 林振哲 P.E.Sky 
(2)秘書 吳得利 P.S.Polo 
(3)公共形象主委 賴建男P.P.Otoko 



本週節目 

五月十九日 

第 1616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六日 

第 1617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節目預告 

六月二日 

第 1618 次例會 

為舉辦【歡迎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

台暨爐邊會】故提前至 5/31 舉行例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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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基清、張富逸、郭祐福、郭昭揚、 

陳嘉偉、許國騰、羅國龍、陳萬祥、 

劉炳華、黃健豪、郭道明、蕭慶安、 

許家榮 
 

 

節目預告 

六月九日 

第 1619 次例會 

為舉辦【授證 31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故提前至 6/1 舉行例會。 

時間：6月 1日(星期五)17:00 集合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一樓吉祥宴會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敬祝 生日快樂! 
 徐明偉社友夫人(65.05.2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5 月 12 日 第 161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Frank、Obama、

Taylor、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5月12日   第161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39,700
AL 1,000 Masa 1,000
Benson 2,000 Master 2,000
Cathay 1,000 Otoko 1,000
Coach 1,000 Roberta 3,000
ENT 1,000 Sky 1,000
Jason 1,000 Smile 1,000
Justice 2,000 Stock 1,000
Kenny 1,000 Tiger 2,000
Lobo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26,000 總計：   $1,265,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89,230
AL 15,400 Master 14,800
Cathay 7,700 Wood 7,700
Just 5,200 Will 5,200
Kenny 5,200  
小計：     $61,200 總計：   $1,150,4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