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30 日  第 1661 次例會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Otoko、Coach、P.P.Hero、

P.P.Lobo 夫人、Obama 夫人、Taylor 夫人、

P.P.Hero 夫人、P.P.First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Shige、P.P.Fuku，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城裏的月光」、「男性的本領」、

「掌聲響起」。 

 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olo 報告： 

(1). 感謝P.P.Tea分享與會社友掛耳式台灣精

品咖啡。 

(2). 例會結束後將舉行，日本行前說明會，敬

請參加人員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舉行，第33屆理事當選人籌

備會議，敬請理事當選人留步參與會議。 

(4). 社長當選人Jason宴請全體社友伉儷，謹

訂於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

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敬請全體社友伉

儷撥冗出席。 

(5). 四月六日第1662次例會，適逢清明節假期，

休會乙次。 

(6). 四月十三日第1663次例會，訪問日本高田

東扶輪社授證50週年慶典。 

(7). 四月二十日第1664次例會，參加國際扶輪

3490地區第29屆地區年會。 

(8).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五月五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台南

擔仔麵舉行。 

(9). 為籌備授證32週年刊物，欲更換全家福照

片者，敬請提供新的照片檔案予余s以利

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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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主持社務討論會。 

在會議上稱呼他人時，請以頭銜全名稱呼以

示禮節。請大家努加尋找新社友加入本社，

也關心本社缺席之社友動態…等事宜。 

 糾察張富逸P.P.Eric報告本次例會紅箱收

入。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鳴鐘閉會。 

第三十三屆(2019-2020 年度) 

第三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8 年 3 月 3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洪敏捷、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 

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林振哲 

黃健豪 

第一案：2019-2020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9-2020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二屆、第三十三屆交接典禮時間 

、地點。請討論。 

說  明：七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新板希爾頓飯店宴會樓二樓如意廳舉 

行。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秋季旅遊-花蓮理想大地二日遊，謹訂 

於九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九月二十 

九日(星期日)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 

。請討論。 

決  議：援往例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元、結婚週年禮券1500元。 

國際服務-訪問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社授證 50 週年花絮 

*時間：4月 12 日(星期五)-4 月 16 日(星期二) 

4/12(星期五)，早上從桃園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08:50 班機於日本時間下午 13:15 抵達成田機場，拎

著要送給姊妹社大包小包的紀念品，我們在車上一邊享用著便當，一邊趕往輕井澤 Outlet。

大約 17:40 左右抵達輕井澤 Outlet，即使日本已邁入春季但在僻暑勝地輕井澤這，我們還是

目睹到日本的銀白景色，晚上入住輕井澤王子飯店西館在 New York 享用美味自助餐。 

4/13(星期六)，早上 08:00 出發到千曲市的 Anzu-no-sato Agri Park 採草莓，用水耕植栽的溫室

草莓每顆都紅通通的像寶石一樣，信手拈來皆香甜又多汁。11:00 抵達小布施，江戶風情建築

營造出這裡特有的古味和優雅別緻，當然各式各樣的栗子物產更是令人唾涎三尺。中午在甘精

堂享用栗子飯、喬麥麵套餐後隨即前往新潟縣妙高高原地區的赤倉觀光溫泉飯店，此飯店為日

本屈指可數的傳統旅遊勝地，四周群山環繞，擁有自然溫泉是非常值得到此一遊。15:00 左右

抵達赤倉觀光溫泉飯店，還沒下車就已看到姊妹社社長宮崎富夫先生率領社友於大門口迎接我

們，真是令人感動。晚上 17:30 歡迎會正式開始，現場備有精緻的宴席料理和霸氣生魚片海鮮

船和當地釀造香醇紅白酒，體貼用心的安排我們銘感五內。 

4/14(星期日)，早上 09:30 離開赤倉觀光溫泉飯店，姊妹社前社長小坂靖至先生帶領我們去拍攝妙

高山山景的絕佳地點後，立即前往上越市 Art Hotel 放置行李，在步行至社長宮崎富夫先生經

營的「富壽司」享用午餐，隨後前往姊妹社授證 50 週年會場 Dúo CEREZO，上越市沿途雪白

色、粉色櫻花盛開把此地點綴成夢幻仙境般，任何美麗的形容詞，都不足以形容它們的美。

13:00 參加日本第 2560 地區第七分區的聯合例會，接著 14:15 進行兩社續盟儀式讓友誼更加

長遠，也見證高田東扶輪社獲得第 2560 地區頒發的 R.I.50 週年認證書，社長 Sky 也受邀上台

發表祝賀詞。16:50 授證餐會開始，日本姊妹社安排了當地的 Jazz 樂團表演，我們也上台獻

唱「榕樹下」，並且與上越市知名畫家川崎日香浬小姐合影，餐會最後在手牽手大合唱聲中圓



滿落幕。晚上 19:30 社長宮崎富夫先生率領社友陪同我們前往日本三大賞夜櫻景點之一的高田

公園賞夜櫻，夜晚的櫻花在燈光的照射下有著另種浪漫風情。 

4/15(星期一)，早上 07:00 得知立山黑部因暴風雪侵襲全線交通工具停駛，我們 08:30 於飯店向姊

妹社社友揮手道別後，我們再次前往高田公園賞櫻花。平日裡的高田公園少了擁擠的人潮，時

不時掀起的櫻吹雪，漫步在櫻花步道裡，這寧靜嫻美的景色令人醉心。也因為這樣的機緣，五

年後我們又來到了善光寺，這次終於在正堂地下道內碰到了那道門，但可以通往未來極樂世界

的那把鎖，不知大家是否都有摸到呢?下午 15:50 我們抵達歷經 400 年風霜為日本五大國寶級

名城之一的松本城，很幸運趕上最後一梯次上天守閣的時段，我們登高眺望遠處山脈和欣賞底

下護城河庭園設計。晚上 18:00 抵達立川王子飯店入住新館，換上浴衣大家一起相聚合影留

念，也好好享受溫泉設施放鬆筋骨。 

4/16(星期二)，早上 08:00 離開飯店，前往川越小江戶老街，古街兩側商店林立，地瓜產物、糖果

零嘴繁多似台灣早期的柑仔店街，其中鐘樓更是江戶時期的指標性象徵，可見當時小江戶的繁

華盛況。中午在本川越酒館享用中餐後趕返回東京，於 16:00 抵達 Aeon 購物中心成田店，把

握機會大肆採購一番後，於 18:00 抵達成田機場搭乘長榮航空 20:40 班機於晚上 23:35 抵達台

灣，平安圓滿結束這次的訪問行程。 

這五天旅程，感謝社長 Sky、秘書 Polo、國際主委 Hero 事前精心策劃，旅程中細心照顧大家，還

準備伴手禮草莓巧克力、鱈魚起司、掛耳咖啡包、蛋捲送參加人員。另外也讓總監提名人 Wood、

社友 Obama 破費招待與會人員吃拉麵、蕎麥麵、和牛、清酒、咖啡。這一路上有吃有喝有歡笑，希

望下次訪問日本社時，沒有參加的社友寶眷，屆時務必共襄盛舉哦! 

 

 

 

 

 

 

 

 

 

授證 50 週年會場 Dúo CEREZO 合影留念       社長 Sky、國際主委 Hero 代表簽訂兩社續盟書 

 

 

 

 

 

 

 

 

 

上越市高田公園賞櫻合影留念                     立山王子飯店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七日 

第 166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五月四日 

第 1666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5月 5日(星期日)17:30 報到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爐主：王文霖、王世原、謝堂誠、翁仁禮、

許國騰、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 

郭金興、賴建男、陳萬祥、黃俊哲 

 

節目預告 

五月十一日 

第 166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 

主  講  者：新加坡交通鐵路卓越顧問小組 

委員 蔡輝昇先生 

講      題：台灣軌道運輸系統現況及未來 

展望 

 

敬祝 生日快樂! 

黃俊哲社友(67.04.27)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3 月 30 日  第 166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d、 

Dental、Frank、Kay、Kenny、Leo、 

Mars、Obama、Otoko 

三、祝您旅途愉快! 

    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3 月 30 日 第 166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22,100
Cathay 1,000 Masa 1,000
Eric 1,000 Polo 1,000
First 2,000 Shige 2,000
Hero 4,000 Sky 2,000
James 2,000 Taylor 2,000
Jason 2,000 Tea 1,000
Jey 3,000 Trading 2,000
Lobo 4,000 Will 1,000
小計：      $31,000 總計：    $1,153,100

友社授證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五)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2 週年】 

*時間：5月 6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