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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東區扶輪社簡介
成立臨時社：1987年4月2日
加盟RI：1987年5月13日
授證日期：1987年6月1日
輔導社：板橋社

褓姆：廖金順Lion
輔導主委：劉祥呈Syo-Tei
創社社長：黃聲鏞Lion
現有創社社員：10名
社員人數：47名
寶眷社友人數：43名
現任社長：劉炳宏P.Hero
現任秘書：張正鳴S.Jason
例會時間：每星期六中午12:30～14:00
例會地點：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8號11樓
辦事處：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8號11樓
辦事處電話：(02)8966-2257
傳真電話：(02)8966-7079
網站：http://www.paneast.org.tw/
Facebook： https://www.facebook.com/

paneast/

謝　啟
板橋扶輪社五十屆社長職員就職典

禮，感謝各界致贈花籃及禮金，隆情厚誼

無以銘感特此致意。

感謝 Terry I.P.P暨夫人 ,所有服務團
隊成員以及所有參與的社友用心付出與投

入 ,使第五十屆社長暨職員交接就職典禮
圓滿成功 ,合十感恩大家 !

板橋扶輪社社長 黃永昌 敬謝

2015-2016 年度 Outbound 學生
洪宛儀歸國接機

感謝 Gas社長當選人、Stock祕書、Printer社友
Family社友、Jamie社友、Tiger社友前往接機

敬祝生日快樂
洪學樑 前總監 (22.07.13)P.D.G.Carbon
郭子進 社友夫人 (07.07)Golf夫人
高明正 前社長夫人 (07.09)P.P.Koly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孔繁文 社友 (82.07.10)Johnny ♥
王瓊貞 女士 (結婚廿三週年紀念日 )

悼
本社褓姆，台北西區扶輪社胡水旺前

社長PP Water於105年5月21日壽終正

寢，享壽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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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追思紀念會訂於 7月 10日 (星期日 )早上 
十時假臺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大禮堂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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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記要 2573次例會
（7月 1日）

■板橋扶輪社 50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下午 5
點 30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典禮尚未開
始之前社友們陸續抵達，給予 Bank社長鼓
勵及恭喜。

■Bank社長鳴鐘開會。
■司儀 Family、Schooling介紹來賓及友社社
友主持聯誼活動。

■P.P.Lion介紹新任社長 Bank。
■D.G.Concrete為 Bank社長佩帶社長職章。
■2016-17年度 RYE Outbound學生汪劭昱同
學授旗。

■卸任社長 Terry致詞。
■卸任社長Terry頒贈第49屆服務團隊紀念品。
■Bank社長代表致贈卸任社長 Terry紀念品。
■社長 Bank致詞。
■介紹 2016-2017年度職員並一一配帶。
■介紹五十週年紀念籌備委員會。

■板橋扶輪社 50週年紀念章揭幕儀式並邀請
本社創社社友 PP Lion及 3位前總監 PDG 
Carbon、PDG Syo-Tei、PDG Victor及主委
PP Archi、PP Lawyer上台一同揭幕。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長 Pet致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社長代表 -前社長

PP Power致詞。
■社長當選人 Gas致謝詞。
■Bank社長鳴鐘閉會。
■Duke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P.P.Silk教育基金會主委頒贈 2015-2016年
度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捐款績優獎。

■Stone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花籃

愛買公司經理 高智堅
大眾銀行副董事長 金家琳
永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沈金柱 

總經理 葉淑麗
台北府門扶輪社社長 陳光鎮暨全體社友
漢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廖本亮
永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沈金柱
英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葉淑麗

禮金

壹萬元 台北西區扶輪社
陸仟元 新竹科園扶輪社
伍仟元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周呂寶蓮女士
參仟元 謝木土總監
貳仟元 郭道明前總監、李美華社長、 

程海濱前社長、李順興前社長、 
張勝鈞前社長、陳明賢社友、 
嚴麗蓉女士、張麗華女士、 
張英夫董事長、吉立餐廳

壹仟元 柯玟玲前總監、黃明山前總監、 
蕭慶淋前總監、林金城地區祕書、 
蔡富得助理總監、李淑瓊助理總監、 
賴建男地區副祕書、林進龍地區副祕書、 
張漢潮地區副祕書、張實社長當選人、

楊雅鈞社友

友社社友

基隆東南社： 謝木土總監、林金城地區祕書、 
黃國清地區公關長

台北西區社： 吳東明社長、謝弼雄秘書、金
家瑞前社長、陳修忠前社長伉

儷、邱再興前社長伉儷

台北西北區社： 洪耀坤社長、張恆夫前社長、
趙茂林前社長、黃聖元秘書

三　重　社：張實社長當選人

新竹科園社： 姜禮銘前社長伉儷、 
劉家槿前社長伉儷、 
黃進光前社長、 
溫水風前社長伉儷、 
曾能進前社長伉儷、梁榮宏社友

板橋北區社：何易蒼社長、鄭明煌秘書

板橋東區社： 郭道明前總監、賴建男地區副 
祕書、劉炳宏社長、張正鳴秘書

板橋南區社： 蔡富得助理總監、林  拴社長、
鄭明銓秘書

板橋西區社： 劉炳杉社長、劉朝淵前社長 
伉儷、吳瑞興社友

板橋中區社：吳寶珠社長、陳秋霞祕書

板橋群英社：廖冠華社長、陳毅華秘書

新北光暉社：官永茂社長、石軒光秘書

樹　林　社： 林進龍地區副祕書、黃瑞祥社



板橋扶輪社

長、陳昱森秘書

鶯　歌　社：鄭清文副社長、何東周秘書

樹林芳園社：徐秀棼社長、施錦津秘書

大 漢 溪 社：簡宏汶前社長、紀新展社友
新北市福利旺社： 李淑瓊助理總監、葉榮標社長、 

賴淑麗秘書

新北市和平社：陳綺雲秘書、林妙儀社友

北大光榮社：廖國華社長、游進銘秘書

新北國際網路社：金保福社長、楊華龍社長提名人

新北世界社：邱彥程社長、張信閎秘書

土　城　社： 張漢潮地區副祕書、張清風社長 
郭智杰秘書

土城山櫻社：張瑞芬社長、劉慧敏前社長

三峽北大菁英社：曾恕安社長、吳寶莉社友

土城東區社：蕭瑄伯社長、吳士宗秘書

3490地區網路社：黃俊欽前社長、楊雅鈞社友
新　莊　社：黃明山前總監

新莊南區社：葉淑麗前社長

三重南區社：柯玟伶前總監

宜蘭西區社：蕭慶淋前總監

泰　山　社：沈金柱前社長

臺北府門社：李順興前社長、張勝鈞前社長

台北市北投社： 程海濱前社長伉儷、陳明賢社
友伉儷

台北北區扶輪社： 林純純社長夫人、紀宏庭社友、 
許雙亮社友伉儷

永　和　社：劉健豐社長、鄭忠全秘書

來賓

2015-16年度RYE Inbound學生 胡　樂同學
2015-16年度RYE Inbound學生 洪莉菜同學
2016-17年度RYE Outbound學生 汪劭昱同學
2015-16年度RYE Outbound學生 許辰熙同學
2015-16年度RYE Outbound學生 洪宛儀同學
2015-16年度RYE Outbound 學生家長 董舒婷
女士

葡萄樹視障樂團鄭信盛團長及團員

LIFE爵士樂團 吳柏毅 團長及團員
慶宜股份有限公司張英夫董事長

聯邦銀行台北分行鄭仁宗經理 
元大銀行三重分行陳錫棟資深協理

元大銀行張筱珍經理

元大銀行洪華偉經理

來賓朱宇村先生及千金

來賓曾美村小姐

首峰資金管理陳嘉蕙資深副總經理

育鉅有限公司陳盈嘉負責人

舞蹈老師楊愷雯小姐

社長千金黃瑋婷小姐

來賓李適儀小姐

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 為舉辦 2016-2017年度地區之“扶

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 
請貴社推薦優秀青年人選報名，請

查照。

說　明：

一、活動主題：扶輪青年領袖服務人類。

二、 活動目的：召集具有領導特質的優秀
青年參加為期 3天 2夜訓練課程，增
進青年的領導及管理才能，培養其負責

任、重榮譽之特質，為國家培育優質菁

英領袖，進而共同參與扶輪家庭，服務

人類，特舉辦本活動。

三、 活動時間：2016年 8月 19~21日 
(星期五、六、日 )。

四、 活動地點：台北海洋技術學院 (淡水校
區 )

五、 參加對象：22~28歲經各社推薦之優秀
青年 (含非扶輪子弟 )

六、 參加人數：1.學員人數共約 180 名，
由每社推薦 2 名優秀青年，及遴選 40 
位優秀的青年及擔任過扶青地區代表參

加。若每社超過 2名以上，每名再增加
10,000 元報名費。2.同時歡迎各社社
長及社友參加，也歡迎 IOU。

七、報名方式：填寫線上報名表

八、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2016 年 7 月 22 
日止完成線上報名及營規同意書回傳。

如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期未能提供 2 名參
加人選，不足名額統一委由地區 RYLA 
委員會遴選優秀的青年朋友及擔任過扶

青地區代表參加。

九、 活動經費：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扶輪青
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專款經費＂，
由地區統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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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第 50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花絮

D.G.Concrete 為新任社長 Bank 配帶社長職章

50 週年紀念章揭幕儀式

RYE Outbound 學生汪劭昱授旗

卸任社長 Terry 贈送當屆團隊禮品

新任社長 Bank贈送卸任社長 Terry紀念品

新竹科園社 PP Power 代表致贈禮品

第 50 屆 2016-2017 新年度職員

社區服務 ~邀請葡萄樹視障樂團表演



板橋扶輪社

社區服務 ~贊助 Life 爵士樂團親子音樂會

與會社友夫人大合唱

感謝台北西區社紀宏庭社友精彩表演

內輪會夫人精彩表演

與會社友大合唱

本 週 節 目　第 2574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07 日

●  主講人： 高峰藥品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濮士凡 資深地區襄理

●  講題：退化性關節炎的保養之道
●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  板橋東區扶輪社來訪

節目 預 告　第 2575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14 日

●   2015-16 年度 RYE Outbound 學生 
許辰熙、洪宛儀歸國報告

●  召開 7月份理事會
●  板橋群英扶輪社來訪

節目 預 告　第 2576 次例會
105 年 07 月 21 日

★謝木土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會晤

11:30-12:30 社務行政會議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例會

板橋扶青團交接典禮
時間： 105年 7 月 10日 (星期日 ) 

下午 1：00 註冊 1：30 開會
地點： 板橋國小(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3 號)

~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出席，謝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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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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73次例會 7/1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 6名
出席人數：76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50,000
就職禮金 -應收款 (IOU) 10,000
累計 60,000

7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年 7月月 19日 (星期二 )  

中午 12：00 報到 12：30 開球
地點： 旭陽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南新里新城100 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 歡迎您來打球 ~

三重扶輪社授證 54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5年 7月月 20日 (星期三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台北國賓大飯店2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2 段63 號)
參加人員： Bank 社長、Stock 祕書、 

P.P. Shi-Lo、P.P. Lucky、
Duke、Mark、Tiger、Stone、
Tea、Johnny

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 敬邀各社踴躍參與《End Polio 

Now》根除小兒麻痺單車環島募款
計畫。

說　明：

一、 3490地區扶輪社友進行自行車環島大
會活動，藉此活動來宣傳 RI 有史以來
規模最大，耗時最長，成就最大的一項

全球性服務 –《End Polio Now》根除
小兒麻痺，在全球扶輪人努力不懈的服

務之下，目前僅剩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

個國家還持續有新增病例，預計最晚於

2018 年根除小兒麻痺，讓小兒麻痺症
永遠根除。有鑑於此一偉大工程，我們

將更努力積極舉辦宣導與募款活動。

二、 環 島 活 動 日 期：2016/10/22( 六 )–
10/30(日 )為期九天八夜
環島參加對象：扶輪社友及家庭成員

出發時間： 2016/10/22(六 ) 
上午 07：45出發

出發地點：基隆百福國中

參加人員： 所有參與環島選手、
2016-2017年度地區團隊、 
3490 地區社友寶眷

三、 各社配合辦法：
1.  將本計劃列入各社 16-17 年度工作 

 計劃並編列伍仟元預算提供地區承 
 辦此計劃，預算若有盈餘將一併捐 
 與 End Polio Now。

2.  鼓勵社友成為扶輪公益騎士參與  
 End Polio Cycling Tour。

3.  鼓勵社友出席 10/22(六 )AM07：00  
 於基隆百福國中，參與 3490 地區單 
 車環島公益活動啟動儀式。

四、 若有未盡事宜，敬請逕自聯絡：地區
單車環島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主委

P.P.House 張新宏 (0928-228569 ， 電
子信箱：house530105@hotmail.com)

2015-2016年度RYE Inbound 
學生Grégory Georges Guerino 

班機離台時間
時間： 105年 7月 13日 

晚上 11：40 班機 KL808
地點： 桃園機場 第二航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