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謝 啟 
本社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七年六月一日

(星期五)晚上假板橋凱撒大飯店一樓吉祥

宴會廳舉行本社第三十一屆授證週年慶

典，承蒙各界貴賓及友社扶輪先進蒞臨指

導並寵賜賀儀、花籃，使本次晚會倍增光

彩，隆情高誼，無任銘感，特此謹申謝忱。 

 

來賓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先生。 

 新北市議員 何博文先生。 

 新北市議員 林金結先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郭道明賢伉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秘書 葉進一賢伉儷。 

 莊大衛髮型公司董事長 莊金盤先生。 

 員邦建設特助 曹峻維先生  

 素茵農產公司總經理 王建甫先生 

 野獸國董事長 李昇鋒先生  

 允順塑膠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季仁先生 

 聯安保全特助 李杰修先生  

 信錦企業總經理 陳建宏先生 

 紅螞蟻磁磚總經理 陳永洋先生  

 台灣房屋執行長 林金冬先生 

 台灣中小型營造協會理事 傅生光先生 

 怡寶產後護理之家董事長 魏汗青先生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學生 魏芳君小

姐、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學生 林美育

小姐、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學生 林佩

珊小姐、台灣大學電機工程所博士班學生 江

耀先生、台灣大學農業化學所博士班學生 游

淳卉小姐、台灣大學電機資訊所博士班學生 

林豐正先生、真理大學觀光事業所碩士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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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黃于芳小姐、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

學所碩士班學生 楊鎮寧先生、輔仁大學企業

管理學系管理學碩士班學生 許庭華小姐、清

華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碩士班學生 黃

思瑩小姐、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所碩士

班學生 周祐安先生台南大學經營管理學系

科技管理碩士班學生 吳盈萱小姐、台灣大學

流行病與預防醫學所碩士班學生 黃慶杰先

生、致理科技大學國際貿易系碩士班學生 陳

郁璇小姐、高雄第一科技大學營建工程所碩

士班學生 林子晏先生、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

士班學生 黃盈笛小姐、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

商所碩士班學生 方圓小姐、中山醫學大學心

理學系暨臨床心理學所碩士班學生 張彥婷

小姐。 

 鋼琴老師張智瑩女士。 

 輔仁大學跆拳道隊： 

王傳智、吳沛驊、吳玫芳、趙子源、翁旭寬、 

   陳宇雯、鄭長運、吳沛諭、黃沛純、黃淨娟。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 張以柔小姐

暨全體團員。 

友社社友 

 馬來西亞 AMPANG 社：邱武權、李玉心、黃

美娥、王嘉麗、黃智權、楊明和、宋家昇、

張瑞來、黃文敏。 

 台    北社：黃其光。 

 台北瑞光社：黃文南、陳芷嫻。 

 基隆東南社：謝木土。 

 宜蘭西區社：蕭慶淋。 

 羅東西區社：謝漢池、林秋薰、謝榮佳、許

國文、鄭紀民。 

 花蓮港區社：林慶林。 

 吉    安社：蔡志明。 

 三    重社：張信、吳存富、林福親、胡振

德、徐文炯。 

 三重東區社：陳弼宏、黃火木、陳世芳、曾

秉逸。 

 蘆    洲社： 

 板    橋社：洪學樑、劉祥呈、劉邱足、廖

金順、廖歐月圓、賴正時、陳福源、阮良雄、

薛銘鴻、黃永昌、高建順、賴宏榮、饒吳冠、

徐文進、陳永洋、陳志誠、張愿福、劉紹榮、

陳豐書。 

 板橋北區社：李進賢、胡睿鈞、楊秀民、林

榮發、李昌雄、連志謙、林集達、部政翰、

陳榮傑、王晛光、葉濬承。 

 板橋南區社：陳世通、張振坪、陳善國、鄭

明銓、林繼鐘、陳尚彬、陳浚宏、陳金鐘。  

 板橋西區社：洪清暉、劉朝淵、鍾祥明、簡

圡世卿、陳啟洧、陳柏丞、劉炳煌、葉木 、

簡慶林、陳俊樺。 

 板橋中區社：林秀鳳、洪寶林、張玉梅、陳

秋霞、蔡素珍、徐若綺、王明月。  

 板橋群英社： 峯吳欣 、郭宗霖、周銘秋、秦

孟暘、賴憬頤、賴智弘、蔡長恩、陳冠婷、

秦嘉謙、陳光憲。  

 新北光暉社：邱紹軒、陳柏壽、白裕民、郭

瀚升、官永茂。 

 新    莊社：黃宜彬、曹維陵。 

 新    泰社：廖義芳、姜育心、徐銘駿。  

 新莊東區社：鍾燿聲、陳信棋。 

 新莊中央社：許有杉、蘇啟章、顏鴻順。 

 新莊南區社：吳翠愛、林淑雯、李姿萍。  

 樹    林社：陳昱森、余溪湖、黃瑞祥、許

博欽、王芳男、李陸傑。  

 鶯    歌社：何東周、卓俊宏、林博文、余

宗哲、王聰哲。  

 樹林芳園社：陳美玲、杜愛喜、邱金花、林

麗卿、許鴛鴦、王心緹。 

 大 漢 溪社：王嘉斌、鐘錦樹、蕭琪林、曾

繼興。 

 福 利 旺社：龔玉霞、陳碧青、陳亮妘、方

美惠。  

 新北和平社：江秋岑、賴麗雲、陳姿勳、呂

美鳳、張文琴。 

 北大光榮社：簡坤鈺、鐘子康、陳呈緯、李

後松、劉瓊幸。 

 國際網路社：古昌騰 

 新北世界社：李思穎、鄭慧鈴。 

 三重南區社：李秋樑、顏錦淳。 

 五    股社：莊凱評、謝明仁、黃信銘。 

 土    城社：連乾文 

 土城中央社：鄭其發、陳瑞光、陳水生、林

礽熹、黃俊榕。  

 三    峽社：王舜慶、林文清、張文瑞、郭

耀元、林茂盛。 

 土城山櫻社：沈映足、林珊如、李卓芬、周

秋雲、黎伂真。 



 北大菁英社：張佳美、吳國輝、溫秉宏、黃

若儀、陸子鈞、蕭詠婕、蔣明曉。 

 土城東區社：林金結、鄭煌彬、蕭定恆、林

建言。 

 三重南欣社：黃鈺淳、葉秀琴。  

 五    工社：鄭坤木、林俊峰。  

 頭    前社：呂芳榕、蔡漢霖。 

 新北百合社：吳秋香 

賀儀 

『一萬元』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

社、板橋中區社、板橋群英社、新北光暉社。 

『五仟元』 

樹林社、鶯歌社、樹林芳園社、大漢溪社、新

北市福利旺社、新北市和平社、新北市北大光

榮社、新北世界社、土城社、土城中央社、三

峽社、土城山櫻社、三峽北大菁英社、土城東

區社、新北城星社。 

『三仟元』 

新北國際網路社、三重社、三重東區社、新莊

社、新泰社、新莊東區社、新莊中央社、新莊

南區社、三重南區社、五股社、三重南欣社、

五工社、頭前社、廖金順、劉祥呈、謝漢池。 

『二仟元』 

台北瑞光社、李進賢、蔡志明、林慶明。 

『一仟元』 

張秋海、蕭慶淋、林秀鳳、許國文、劉朝淵、

張佳美、賴正時、洪清暉、謝木士、吳秋香、

林佩穎、鄭紀民。 

盆花 

台中銀行土城分行協理王新發暨全體同仁。 

高架花籃 

總統蔡英文、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接待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社蒞台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5 月 31 日(星期四)~6 月 3 日(星期日) 

 

 

 

 

 

 

 

 

          5/31 桃園機場接機                 5/31 桃園機場接機-社長 Master 安排貴賓通關  

 

 

 

 

 

 

 

 

 

   5/31 板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舉行歡迎會暨爐邊會並與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交換紀念品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 31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剪影 

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1日(星期五)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吉祥宴會廳 

 

 

 

 

 

 

 

 

        外交部部長 吳釗燮致詞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P.D.G.Trading     

                                        頒發捐獻第一名予社長 Master、P.P.King 

 

 

 

 

 

 

 

 

  歡迎新社友王文霖 Kay、郭俊麟 Mars 加入       地區總監 Beadhouse 頒發保羅哈理斯之友    

  板東大家庭                 

                  

 

 

 

 

 

 

 

 

感謝褓姆 P.P.Lion、輔導主委 P.D.G.Syo-Tei          一道彩虹、奔向板東-大合唱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台灣大學農業化學所博士班學生 游淳卉小姐】 

在這裡真的很感謝板橋慈惠宮以及中華扶輪社，我是一個在板橋出生、長大的小孩，

印象中的慈惠宮，祈福的人潮總是沒有停過，從小學到高中，下課時每每都會經過這

裡，而旁邊的黃石市場更是我另一個家，對於這裡，從以前的繁華的板橋重地，到如

今的板橋後站到現在板橋火車站的變遷，對於這些種種的都市發展印象相當深刻。每

逢過年過節父親、母親及奶奶總會帶著我和哥哥去板橋慈惠宮人擠人的過程中祭拜祈求平安順利，

使我平安健康的長大，學業順利，在這些年的洗禮之下，到現在我已經順利念到了博士班，也因為

有了慈惠宮的存在，才會有幸獲得了這次的獎學金。 

    而回首過去，主辦大大小小的活動，每次的活動都希望可以帶給別人難忘的回憶，去偏遠的國

家教導他們怎麼實作，在這樣的環境下，除了個人處理事情的能力提升，更看重與經驗傳承，令我

可以接觸到許多不同的人事物、看見許多不同的風景，使得視野更加開闊且處事更加圓融。除此之

外，更進一步向老師學習，了解到土壤在所有自然界循環中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土壤肥力與作物

是兩個極其相似又大相逕庭的領域，因為兩者皆探究元素及分子在土壤中的型態與移動，但他們對

環境造成的潛在影響卻大不相同，但卻是兩種領域需要去探討結合的問題。因此，在這些年的洗禮

之下，現在正努力專心於研究當中，也因為有了板橋慈惠宮以及中華扶輪社，才會獲得了現在的這

個獎學金，未來將獲得獎學金支付學費、生活必要開銷以及分擔家裡開銷之後，剩餘的部分將規劃

進修其他研究所需專業能力，以增進自我能力。希望未來可以結合植物與土壤的兩大領域，結合兩

者可能遇到的問題，進一步解決環境上農業廢棄物的課題，以期解決現今社會上環境的問題，對社 

會盡一份心力。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台灣大學電機資訊所博士班學生 林豐正先生】 

非常榮幸能夠得到由慈惠宮冠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頒發的獎學金。對我

而言，這更是一條與社會連接的脈絡，將金錢轉化成對社會一件件的善緣，透過自

己對電機的專長，在實驗中組織思維、在實驗紀錄簿寫下思路，用光學元件架構出

通往幫助更多人的道路，我認為這就是獎學金最大的意義。 

   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大學和研究所都就讀台大，理工的底子伴隨我不少年，這

使我在使用學問和知識上極大的方便，並且由於長年的訓練，更能將一個問題系統化並有條理的分

類分析，透過比較科學的方式找到技術層面的瓶頸以及解決的方式；反面來說，如何將學理運用到

社會層面上，以及如何真實發覺醫療問題、金融問題、信息和民生科技問題，這些都面臨著很大的

考驗。或許我在成績上不是最突出的，論文產值也不是最高的，但我很用心的感受社會上人與人相

連的情感，所以我更能將冰冷的科技，化為溫暖的橋樑，然後發願，做好一件事情。 

    申請獎學金的過程，其實也是在這階段回顧研究並自我審視的一種過程。特別是本所的所長在

得知我要申請此項獎學金時，大力幫我寫推薦信，據所長所言，包含在所上的貢獻和言行，以及人

格特質和做事積極度等等，這些在成績單記載之外的生活累積等等。日常生活中的點點滴滴或許對

我個人而言是過日即忘，但卻在生活中留下痕跡，影響的生活周遭。這更提醒我自己更不能小看自

己的貢獻與影響力。   

    我的研究最終的目的是解決許多病人在抽血過程中，因為暈針、老年人、急診、需要長期監控

白血球等等，而無法反覆用針筒做抽血的行為。代替的則是一種非侵入式(不用用針)就能做出血液

分析(CBC 報告)的方式。為了達成此目的，需要運用相當多的光電技術、血液分析資料、統計結果等

等，加上數以百計的生物試驗。這份獎學金帶給我的更多的是對社會的責任，還有自我勉勵不懈怠。 

     最後，非常感謝扶輪基金會以及每個分會給了受獎生定期交流與聯誼的機會。讓我們能走出

實驗室與不同領域，但具有同樣身分的同儕做腦力激盪和交流，擴大自己的眼界並學習與不同學校、

領域的朋友認識和共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學生 黃盈笛小姐】 

很感謝板橋東區社 UNCLE TRADING 及板橋慈惠宮的推薦，讓我能在就讀博士班的第一

年，獲選扶輪獎學金！對於全職學生來說，經濟狀況的煩惱往往是研究生專研學術時

的困境。感謝扶輪教育獎學金，讓我能在無須擔憂經濟來源的狀況下，專注於學術 

研究！ 

儘管這是我博士班就讀期間第一次獲選扶輪獎學金，但碩士班期間我也曾有過扶輪獎學金的獲

獎經驗。每年的頒獎典禮，與其他獎學生一起坐在台下，聽著台上 UNCLE、AUNTIE 們精湛的演講，

內心盡是感動。非常感謝 UNCLE、AUNTIE 對我們這些後輩無怨無悔與毫不吝嗇的付出，所以，我也

期許自己，有一天能有所成就，以回報 UNCLE、AUNTIE 的用心良苦。 

   去年，我很榮幸地獲選為政大優秀學生，並代表全體優秀學生上台致詞。在致詞稿的準備過程

中，我想起每年扶輪獎學金頒獎典禮時，UNCLE、AUNTIE 對我們的諄諄教誨，便覺得自己能有現在這

小小的成就，真的是多虧成長過程中ㄧ路上所獲得的各種幸運。從小到大有父母的栽培，就學過程

中更遇到許多貴人，提供各種經濟、心靈上的支援。呼應陳之藩先生文章所述，真是「得之於人者 

太多，出之於己者太少」。 

    帶著這樣的感恩，我成為板橋東區扶青團的ㄧ員，並於 2016 年完成授證，期許自己能取之於扶

輪、用之於扶輪。目前，除了有時參與例會外，也會至中和的喜憨兒烘培工廠，陪著喜憨兒的朋友

一起製作餅乾。參與這些活動讓我覺得非常有意義，也獲得在學業上無法得到的成就感。 

再次感謝板橋慈惠宮及板橋東區社對我的推薦！感謝 UNCLE 們的愛護與支持，使我能從眾多申

請學生中脫穎而出。未來，我會更加努力、更加用功，以回饋扶輪！能獲得這份獎學金，不僅是對

自己的肯定，更是莫大的殊榮，我會抱持著感謝的心情，使用這筆得來不易的獎學金，更會懷著感

恩的心，謝謝這一路走來，幫助我、支持我、愛護我的所有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學生 林佩珊小姐】 

很榮幸今年可以成為中華扶輪獎學金的獎學生，除了是種榮譽，還給了我一份穩定向

上的力量，同時也提供我認識扶輪精神的窗口。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秉持為國育才

的理念，長期支持著許多學子的夢想，希望日後自己同樣也能在教育行業上，貢獻自

己的所長。這次能夠再得到這份獎學金，尤其要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和板橋慈惠宮冠

名推薦，以及照顧社友郭道明先生的幫助，他為扶輪的奔走與對後輩的提攜讓我印象深刻，郭昭揚

先生過去對我的勉勵也讓人感懷於心，還有余旻樺幹事熱心地協助我們各種相關事宜，實在感謝。

我覺得在博士班最幸運的事之一，就是遇見了扶輪，就讀博士班的壓力是非常大的，研究上能夠獲

得支持是很重要的事，我對扶輪是滿滿的感恩，這份獎學金也讓我在辛苦的兼職之餘，能夠對人生

多一點選擇的自由。 

    在就讀博士班階段，面臨到許多現實的問題，除了年限所需費時較長，還有為未來準備與努力

的決心，在在都考驗著自己的意志。我在碩士班的時候，主要是研究台灣當代文學，原本博士班想

以此為基礎，再進行擴大或從中找尋議題。但後來覺得自己應該要培養更多視野與突破，於是決定

進行兩岸文學的研究相關論題，這樣的改變當然讓自身的研究難度加大，在資料的蒐集上也同樣有

橫跨兩岸的必要。所以這份獎學金的挹注對我意義重大，讓我能更勇敢面對其中的困難與挑戰，我

也感到這一切不能將之視為理所當然，更加提醒自己學有所成之後，應當有所回饋與付出。 

    這份獎學金也給了我很多特別的經驗，除了看到扶輪為我們這些獎學生用心準備的頒獎典禮，

還有種種後續的活動，讓我們能夠獲得更多友誼的連結，我想這也是中華扶輪獎學金和其他獎學金

的差異之處，在與他人互動與經驗的交流裡，接觸到不同領域朋友的心得，這些都是很寶貴的。而

在各種活動之中，我也看見了許多扶輪前輩與學長姐無私的奉獻，經常讓我思考是甚麼樣的動力會

使得他們願意持續這樣付出呢，我想是秉持著服務的精神與理念實踐，使得扶輪能夠走得這樣長久，

我也從中感受到這些美好的善念，希望日後在各個地方或者不同的生命階段，自己同樣能夠懂得分

享，也要記取這份動能，將之傳播出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學生 林美育小姐】 

非常的感謝板橋慈惠宮、郭道明董事長以及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讓我有機會能夠獲

得獎學金。在參與臨床護理工作的過程中我始終不忘提升自我的能力，期望能過提供

病人更好更優質的護理照護品質，臺北醫學大學給了我一個學習的機會，讓我在護理

專業與學術等各方面受益良多。我會將獎學金運用於我的研究，希望研究結果能夠使

更多人受惠。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淡江大學教育科技所碩士班學生 郭胤呈先生 】 

首先，非常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以及板橋慈惠宮給我這個機會，讓我獲得 2017-18

年度扶輪社獎學金這項高額的獎金與殊榮，而這筆大數目的獎學金將使我的學業上獲

得極大的幫助。 

在研究所學習與實行的過程中，總是要花費許多的心力、金錢與時間，其中最無

奈的莫過於金錢了，再加上無法陪伴父母，卻又需要父母的資助，使我有時都感到莫大的感恩卻也

無比的愧疚，因為研究以及論文、實作並不是一時半刻就能完成的，需要反覆的研究與多次的實行，

以及與教授的討論修改，長時間下來，花費的時間多了，金錢的花費也更多了，卻也可能還沒有達

成預期的成果。有時都會覺得覺得這樣子下去不行，在這樣下去，會造成家裡的負擔，不免得，漸

漸的感到擔憂，但現在，有了扶輪社獎學金的幫助下，使得我們的負擔減少許多，彷彿心中那沉沉

的大石頭終於可以卸下，讓我可以更無憂慮的放心在研究之中，這一切都要感謝扶輪社獎學金的幫

助，感恩溢於言表，難以言喻。 

在扶輪社的頒獎儀式中，在許多的演講與交流中，其中讓我感受最深的是相互的幫助與經驗的

交流，透過諸多社友的分享心得以及真實經驗，讓我受益良多，而對我來說，這筆獎學金的幫助，

也實在是如希望的繩索般，使我能夠從徬徨中得到安穩的救贖，在這樣的幫助之下，希望有朝一日

我也能夠回饋社會、回饋父母，回饋曾幫助自己的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學生-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碩士班學生 方圓小姐】 

我成長於一個溫暖、但經濟略為拮据的家庭。自小父親在基督教教會中工作，母

親為家管，家庭收入雖不多，但尚可應付基本生存需求。慶幸的是，父親的財務規劃

態度，與子女教養方式，培養我們自小練習管理金錢、規畫生活，使我終生受益。 

我的志願是成為一名諮商心理師，為了達成這個目標，我必須完成諮商領域的碩

士學位以及為期一年的全職實習。實現志願的過程中，我也期待自己可以保持經濟獨

立而不需依賴父母支援，讓父母能在收入不多又經濟動盪的社會底下，平淡穩定度日。 

因此，我從國小畢業便經常半工半讀，補貼個人的基本生存開銷，減輕父母的負擔，出社會後，

亦長期從事專任專職的心理學相關工作長達約八年的時間。維持穩定收入的同時，我也謹慎規劃日

常開銷，除了還清就學貸款，還要籌存研究所的學費、生活費，尤其是預存全職實習那一年所需的

各種開銷，例如：參加研習、購買專業書籍、奔波研習或實習地點的交通費等。到了 2018 年的上半

年，我因為課程繁重而不得不離開全職工作，開始扮演為期一年半的全職學生角色（包含碩士班二

年級下學期、三年級上下學期全職實習），其經濟壓力可想而知。就在我焦躁憂慮的當下，獲頒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猶如我的及時雨，使我能安心投入課業，不必再為了經濟因素，

犧牲各種學習的機會或休息的時間，想必在專業能力與學術成就上，都將有更卓越的表現。扶輪的

恩情實非三言兩語能道盡，而我能做的，就是竭盡全力，將自己奉獻給社會，在職業上成為專業的

諮商心理師，在平日的生活中，將我的餘力發揮在各種助人的事物上，成為一名值得稱許的專業人

員與滿懷感恩的世界公民，以作為對扶輪與社會最好的報答。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三日 

第 1621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 

台灣大學農業化學所博士班 游淳卉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台灣大學電機資訊所博士班 林豐正先生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學生 

清華大學跨院國際博士班 黃盈笛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 

清華大學中國文學所博士班 林佩珊小姐  

板橋慈惠宮博士班獎學金 

台北醫學大學護理所博士班 林美育小姐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 

淡江大學教育科技所碩士班 郭胤呈先生   

板橋慈惠宮碩士班獎學金 

彰化師範大學復健諮商所碩士班 方圓小姐 

 

下週節目 

六月三十日 

第 1622 次例會 

【第 31 屆感恩之旅】 

時間：6月 30 日(星期六) 

程序：14:45 大稻埕碼頭集合 

15:00 大稻埕碼頭搭遊艇出發 

15:00-17:00 淡水河風光 

17:00 淡水碼頭，逛老街 

17:30 北墾丁餐廳用餐 

19:00 回程-八里淡水夜色 

20:30 大稻程碼頭 

 

 

 

節目預告 

七月七日 

第 1623 次例會 

【第 31、32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8日(星期日)17:00 集合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二樓如意宴會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新年度 

藍色領帶出席。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宏前社長(74.06.25)3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6 月 01 日 第 161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9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6 月 01 日  第 1619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75,460

Tetsu 5,200 Kay 1,730

小計：      $6,930 總計：   $1,182,3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