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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年 6月 23日　第 49卷　第 47期

謝　啟
板橋扶輪社授證四十九週年紀念慶典感謝各

界致贈賀電及禮金，隆情厚誼無以銘感，特

此致意。

敬祝生日快樂
莊志翔 社友 (60.06.26)Duke
吳榮欽 社友 (57.06.27)Banker
林新乾 社友 (44.06.28)Printer
葛家勛 社友 (57.06.30)Pipe
徐維志 社友夫人 (06.23)Infinity夫人
李文良 社友夫人 (06.24)Skin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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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PP Bueno

5月 24日於美麗華球場
南區第二洞一桿進洞

友社社友
日本和歌山社： 脇坂 三蔵、野志 幸生、林俊行 

坂本 貢朗、坂本 美奈子、 
松尾 泰明

台北西區社： 姚嘉澆、洪振攀、郭俊宏、 
黃南政、張盈泉、王子哲、 
黃政枝、吳東明、周榮一、 
陳由臻、李敏碩

台北西北區社： 陳玉河、張恆夫、李吉祥、 
陳斌超、王田中、陳永森、 
洪耀坤、葉木棋、官振煥、 
蕭傑升、林久恩、黃聖元、 
高義盛、李明泓、謝明宏

三　重　社： 張　信、游文彬、吳文信、 
胡振德、陳維政、盧天授、 
江信賢、余定澤

新竹科園社： 邱煒翔伉儷、劉家槿伉儷、 
鄭雲森伉儷、楊進坤伉儷、 
羅煥章伉儷、賴郁成伉儷、 

姜禮銘伉儷、黃進光、徐家光、 
梁榮宏、薛宏年、邱之良、 
梁德財、林美枝夫人、邱麗珠

夫人

板橋北區社： 郭世忠、王英烔、蕭智文、 
何易蒼、蕭百芳、陳義雄、 
鄭明煌、詹益彰、黃俊傑、 
胡睿鈞

板橋東區社： 郭道明、陳萬祥、劉炳華、 
劉炳宏、翁仁禮、江基清、 
張富逸、張茂樹、鄭德文、 
羅致政、李榮鏗

板橋南區社： 蔡富得、林功瑞、洪文璨、 
邱慶宗、吳俊德、官彥均、 
張振坪、林繼鐘、張彼得、 
吳宗憲、陳尚彬

板橋西區社： 洪清暉、謝　安、簡慶林、 
王銘聰、江文毓、劉炳杉、 
翁光裕、吳瑞興

板橋中區社： 王玉芬、徐若綺、林佳錦、 
林秀鳳、張素貞、劉麗淑、 
張雲鶴、吳寶珠、陳秋霞

板橋群英社： 蔡志誠、陳明理、郭宗霖、 
陳光憲、周銘秋、廖冠華、 
吳欣峯、賴嫻如、鐘浩瑋、 
汪立群、陳冠婷

新北光暉社： 吳品德、官永茂、陳正皓、 
陳繼民、張哲綱、林傳健、 
郭承恩、白裕民

樹　林　社： 呂聰賢、顏朝欽、林進龍、 
黃瑞祥、高文良、謝銘庚、 
林英奇、陳昱森、卓彌建、 
楊家珍

鶯　歌　社： 邱添木伉儷、吳奇峰、褚勝川、 
羅　毅、余燈祥、余宗哲、 
鄭清文、卓俊宏

樹林芳園社： 賴玉梅、徐秀棼、林月霞、 
張美雲、許瑋珊

大漢溪社： 林承泰、李芳忠、孫仁文、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劉岳平、曾繼興

新北市福利旺社： 廖碧珠、吳文良、龔玉霞、 
廖昆全

新北市和平社： 呂東翰、江秋岑、魏瑜珺、 
李玉珠、賴麗雲

北大光榮社： 張育哲、廖國華、游進銘、 
簡坤鈺、周怡君

新北國際網路社： 金保福、蔡麗鳳、楊華龍、 
張建國

新北世界社： 邱彥程、鄭宇婷、傅志瑜、 
張信閎、李思穎

土　城　社： 呂樹泉、梁明昌、張清風、 
蔡明智、林　談、房福慶、 
連乾文、林清河、洪俊傑、 
陳金華

土城中央社： 孟醒宇、江謝瑞、林裕翔、 
王斯靖

三　峽　社： 劉天祥、凌見臣、葉定綱、 
竇憲宗、呂榮嵐、廖晉寬

土城山櫻社： 張瑞芬、于錦花、李卓芬、 
馮敏娟、彭葉蓮珠、江品諺、

劉慧敏

三峽北大菁英社： 陳家驊、邱英賓、劉政國、 
黃淑娟

永　和　社： 呂銘豪、曹正順、劉健豐、 
鄭忠全、何俊瑩、邱火金、 
林耀振、許隨譯、曾義尚

三重東區社：戴政隆、黃火木

基隆東南社：黃勝雄、林榮吉、謝木土

新　莊　社：黃明山

蘆　洲　社：姚啟甲

羅東西區社：許國文

吉　安　社：蔡志明

禮金
日幣 20萬元：日本和歌山扶輪社
參萬元：台北西區扶輪社

貳萬元：台北西北區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

壹萬元： 三重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板橋群英區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 
樹林扶輪社、土城扶輪社、 
永和扶輪社

伍仟元： 鶯歌扶輪社、樹林芳園扶輪社、 
大漢溪扶輪社、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北大光榮扶輪社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新北世界扶輪社、土城中央扶輪社、 

三峽扶輪社、土城山櫻扶輪社、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參仟元： 三重東區扶輪社、三重百福扶輪社、 
邱添木總監

貳仟元： 郭道明前總監、張　信前總監、 
謝木土總監當選人、蔡志明總監 
提名人

壹仟元： 黃勝雄前總監、林榮吉前總監、 
黃明山前總監、許國文前總監、 
姚啟甲前總監、洪清暉前總監、 
褚勝川地區祕書、劉炳華助理總監、 
李芳忠助理總監、凌見臣助理總監、 
林功瑞地區副祕書、張佳美地區副

祕書、彭葉蓮珠助理總監當選人

花籃
台北集賢扶輪社

來賓
Terry社長大哥王經偉暨家人一同
來賓 -李榮堂先生伉儷
來賓 -陳清貴先生伉儷
來賓 -李哲賢先生伉儷
人事行政總處 城忠志 參事伉儷
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學生 -黃盈庭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簡瑞瑩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顏瑋辰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陳雨彤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楊力學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闕郁珊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林揚智 同學
第二十屆獎學金學生 -傅禹瑄 同學
2015-16年度 RYE Inbound學生 胡樂 
2015-16年度 RYE Inbound學生 Rina 
2016-17年度 RYEOutbound學生 汪劭昱

RYE Outbound 學生許辰熙 
歸國接機

感謝 Bank社長當選人、Family社友、
Steven社友前往接機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授證 49週年慶典花絮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2 週年 
暨社長、職員交接慶典

時間： 105年6月23日(星期四)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雲林鵝肉城-第2宴會廳 
(土城金城路3段259號3樓)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PP Lawyer、 
IPP Alex、Bank社長當選人、
Truck祕書、Green、Judge

三峽扶輪社授證 18 週年紀念 
暨社長、職員交接慶典

時間： 105年 6月 24日 (星期五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新莊 -典華會館五樓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IPP Alex、 
Bank社長當選人、Truck祕書、 
Wine

板橋扶輪社歡迎您 ~ 第二十屆板橋扶輪社獎學金得獎學生

板橋扶輪社授證 49週年紀念慶典圓滿成功 !!

板橋扶輪社授證 49週年紀念慶典圓滿成功 !!

社長代表致贈禮品予 
創社社友 PP Lion

扶青團 Vicky團長
帶領團員熱歌勁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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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71次例會 6/10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7名
出席人數：75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31,843
Base 第四期 4,250
Skin 第三期 4,250
Skin 第四期 4,250
Kai 第四期 4,250
Bank 第四期 17,500
Music 第四期 4,250
Printer 第四期 4,250
Wine 第四期 4,250
Tea 第三期 4,250
Tea 第四期 4,250
Art 第一期 4,250
Art 第二期 4,250
Art 第三期 4,250
Art 第四期 4,250
Wealth 第四期 4,250
合計 77,000
累計 1,608,843

一般捐款

Lion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Building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Koly 歡喜結婚六十週年 12,000
Gyne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Bueno 總歡喜 2,000
Ocean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Apple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Glue 歡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年 1,000

Life
1. 恭喜 PP Koly與夫人結婚六十週
年鑽石婚 

2.Life夫人生日快樂
2,000

Green 恭喜 PP Bueno一桿進洞 1,000
Care 歡喜今天例會不用代理 1,000
合計  24,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歡喜 Koly嫂出席例會 
2.拜託各位社友幫忙授證 2,000

Carbon 6/4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chooling 6/5結婚週年快樂 1,000
Tech 6/6結婚週年快樂 1,000

Young 6/10生日快樂 1,000
Syo-Tei 6/13生日快樂 1,000
Tiger 6/13生日快樂 1,000
Max 6/15生日快樂 1,000
Seven 6/19生日快樂 1,000
Bueno 6/12夫人生日快樂 1,000
Money 6/10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immy 6/15結婚四十週年快樂 12,000
Young 6/18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25,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72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23 日

●  下屆社務行政會議
●  召開 6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573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30 日

●  原訂六月三十日 ( 星期四 ) 中午之第
二五七三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第

五十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變更例會時間

於七月一日 (星期五 )於板橋吉立餐廳舉
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574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07 日

●  謝木土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敬請各位社友穿著西裝配帶新年度領帶，

並踴躍出席例會，感謝。

板橋扶輪社第 50 屆 
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 105年 7月 1日 (星期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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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各位社友穿著西裝並配帶新年度領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