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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陳嘉彬 社友(47.06.10)Young 
劉祥呈 前總監(24.06.13)P.D.G.Syo-Tei 
饒吳冠 社友(58.06.13)Tiger 
洪國恒 社友夫人(06.01)Nick 夫人 
張瑞仁 前社⻑夫人(06.12)P.P.Bueno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劉引巨 社友(84.06.10)Money 
楊家雅 女士(結婚二十二週年紀念日) 
高智堅 社友(89.06.12)James Kao 
孫嘉惠 女士(結婚十七週年紀念日) 

 
 
 
 

 

 

 

 

 

 

 

 

 

 

 

 

 

 

 

時間：106年 6月 1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黃永昌  社長      紀錄：賴宏榮  秘書 

出席：黃永昌、陳福源、賴宏榮、張瑞仁、林當隆 

張煥章、薛銘鴻、劉紹榮、王經祿、黃軒凱 

討討討討論提案論提案論提案論提案 

第一案：五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邱冠舜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強力慰留。 

第三案：六月八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二二次例

會，變更例會地點於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有關執行祕書蕭吟貞調薪案，提請討論。 

決  議：執行祕書公務繁忙，做事態度認真，酌予

加薪。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林新乾社友於 6 月 1 日例會請與會社友享

用麻油雞及油飯。 

謹悼 
張泰西社友先慈張葉梅治老夫人慟於 106 年 6

月 1日緣盡捨報，享壽 80歲，噩秏傳來，全體

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黃永昌 

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6月 15日(星期四)上午十點假屏

東縣枋山鄉善餘村德隆路 139-2號舉行，敬

請參加的社友及寶眷，當天早上 6：15於板

橋火車站南三門集合，備有早餐，謝謝。 

6 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通知通知通知通知您您您您~ 

2018 多倫多國際年會最”優惠“註冊即將開

始，從 2017年 6月 10日至 6月 14日之期限內

完成線上註冊，即可享有 US$295 之最優惠價

格。 

目前所公告的各階段註冊價格如下： 

2017 / 6 / 10－2017 / 6 / 14：US$295 

2017 / 6 / 15－2017 / 12 / 15： 

US$335(線上註冊)/ US$345(郵寄或傳真註冊) 

2017 / 12 / 16－2018 / 3 / 31： 

US$410(線上註冊)/ US$420(郵寄或傳真註冊) 

2018 / 4 / 1－現場註冊：每位 US$495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未來學習與適性教育未來學習與適性教育未來學習與適性教育未來學習與適性教育    

 

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曹永央 校長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Art,Banker,Brain,Charles,Jet,Ortho,Seven, 
Sticker,Tech,Tile,Wealth,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豐書 負責人 桓昇視聽家電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46,750 

LAWYER 第四期 6,250 

ORAL 第四期 4,250 

TRUCK 第四期 4,250 

合計  14,750 

累計  1,561,500 

一般捐款  

Lucky Schooling 精彩演講 1,000 

Green 歡喜 Park 社友代理聯誼 1,000 

Care 
1.Park 代理聯誼 
2.Schooling 精彩演講 

2,000 

Pipe Schooling 精彩演講 1,000 

Service Schooling 精彩演講 1,000 

Park 第一次代理聯誼 1,000 

Schooling 講師主講費回捐 3,000 

合計  10,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Bank 
1.6/1 結婚週年歡喜 
2.Schooling 精彩演講 

2,000 

Carbon 6/4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James Schooling 精彩演講 1,000 

Jet 
公務繁忙，無法前來主持聯誼，
很抱歉，祝例會順利 

1,000 

Schooling 6/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Steven 
歡喜 Printer 當阿公，麻油雞、
油飯好吃 

1,000 

James 
Kao 

歡喜 6/6Koly PP 及夫人結婚週年
快樂 

2,000 

Trust 6/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ech 6/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1,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22 次例會 

                          106 年 6 月 8 日 

●主講人：振興診所 王元甫 內科醫師 

●講題：國外扶輪社訪問心得 

●節目介紹人：辜久雄 前社長 

●召開 6 月份臨時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23 次例會 

                          106 年 6 月 15 日 

●原訂六月十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二三

次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六月十一日(星期日)

於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第第第第 2623 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次例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第四次爐邊會議 

時間：106 年 6 月 11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2 樓) 

爐主：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高明正 

林明正 鄭光欽 邱冠舜 劉引巨 張立昇 

陳永洋 林志郎 饒吳冠 吳榮欽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陳主義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