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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啟
板橋扶輪社授證五十週年紀念典禮感

謝各界致贈賀電、禮金及花籃，隆情厚誼

無以銘感，特此致意。

敬祝生日快樂
劉紹榮 前社長 (37.05.24)P.P.Alex
吳榮欽 社友夫人 (05.23)Banker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莊志翔 社友(99.05.20)Duke ♥
陳明涵 女士(結婚七週年紀念日)
汪俊男 社友(88.05.22)Jamie ♥
曾雅鈴 女士(結婚十八週年紀念日)
盧政治 前社長(51.05.23)P.P.Silk ♥
盧陳素香女士(結婚五十五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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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
林新乾社友 Printer

喜獲孫女

榮升阿公

指定用途捐款
紀清田前社長 50屆特別捐款 壹萬元

邱馳翔社友 50屆特別捐款 伍仟元

友社社友
日本高岡社：�花田�修一、花田�喜代美、岡本�

欣治、岡本�乙美、才高�人思、
才高�晴己子、齊藤�栄吉、齊藤�
雅子、荒井�毅、荒井�好美、�
藤田�益一、藤田�恵子、伏江�
努、二口�洋、本多�剛治、本間�
比呂詩、本間�恭子、稲田�祐
治、加茂�輝隆、加茂�元子、�

金森�健祐、加藤�一博、加藤�
昌子、駒井�宏、駒井�まゆみ、
前川�俊朗、松下�真一郎、室崎�
靖、永田�義邦、永田�潤子、�
中川�潔、中村�総一郎、西村�博
邦、西村�一恵、大川�英一、�
塩崎�有克、立浪�徹、立浪�多眞
美、竹中�伸行、竹中�直子、�
田中�哲、田中�伊津子、谷道�伸
也、坪田�伊歩、津嶋�春秋、�
若野�恒彦、山口�洋祐、山口�路
予、山口�弥花、山本�政則、�
山本�毅、山本�典子、柳澤�剣
治、吉田�雅弘、上野�貴司、�
山下�清胤、山下�泉、�
松原�吉隆、鳥山�竹史

日本戶田社：�赤塚�光朗、遠藤�英樹、長谷川�
春一�、福永�高士、市ヶ谷�孝、
市ヶ谷�千江美、市ヶ谷�輝男、
市ヶ谷�裕美子、市ヶ谷�久枝、
池上�良久、池上�こずえ、磯島�
栄一、金子�篤徳、金子�恭子、
金子�洋太郎、金子�世津子、�
金子�耕治、金子�和江、城戸�
重子、松本�紘明、宮川�宏昭、
西袋�彰一郎、奥墨�元治、斉藤�
弘子、植野�正裕、渡辺�正文、
八木橋�実、山川�和邦、山川�洋
子、八木橋淳子、依田�有美子

韓國水原社： 홍순목、최경애、홍석정、장지
헌、정수진、오진환、한경희、
이정관、유재순、김윤재、윤인
정、남정석、성효진、김석규、
김종선、장동찬、김난이、방윤
홍、한선규

菲律賓嗎拉汶社： PDG Eduardo N. Chua Co 
Kiong、Betty Chua Co Kiong、
PDG Jaime O. Dee、Elena 
Dee、Ronaldo R. Gagasa、
Marissa Gagasa、AG Daniel 
N. Velarde、Ruth C. Velarde、
Noel L. Cuico、Vilma Cuico、
L e o n a r d o  D L B a l a t b a t、
PP Arturo T. Supangan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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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gielyn Supangan、Henry 
Tan、Ernesto Sia、Ei leen 
S i a、E d w i n  S a m b r a n o、
Cynthia Sambrano、Michael 
Raymundo、Cla i re  Mar ie 
Raymundo、Alex Yango、
E l e n a  Ya n g o、R e y n a l d o 
S .  M o r a l e s、R o d o l f o  V. 
Mendoza、Jeffrey N. Cu、
Maria Rosalia D. Juan、Benjie 
Chua Kun Yao、Billy Bronson 
Chua、PP Ernesto Ancheta、
PP Tommy Go

日本和歌山社：�兼田�守、兼田�文子、野志�幸
生、脇坂�三蔵、木谷�聡一樫畑�
直尚、瀨川�良浩、林�俊行、
和中�美喜夫、笹本�昌克、高�
誠、高�かや子、河村�秀樹

台北西區社： 吳東明、黃南政、張盈泉、 
黃政枝、林瓊瀛、李文正、 
謝弼雄、林信宏、郭俊宏、 
林忠謙、金家瑞、邱再興伉儷

台北西北區社： 洪耀坤、張恆夫、陳永森、 
陳延瑞、趙茂林、陳玉河、 
王清峰、魏國晏

三　重　社： 張　信、何存發、林福龍、 
許恆嘉、張　實、許明煌、 
陳柏廷、陳維政、梁雁捷

新竹科園社： 林靜渝、劉淑紅、黃進光伉儷、 
溫水風伉儷、姜禮銘、曾能進 
伉儷、黃吉藏伉儷、彭朋栓、 
范宏正伉儷、徐家光、盧朝相、 
羅盛權、邱之良、陳聖樺、 
林鴻堂伉儷、彭燕珍、林美枝、 
陳敏時

板橋北區社： 何易蒼伉儷、郭世忠、胡睿鈞、 
詹益彰、劉朝銘、劉晁至、 
葉濬承、林集達、高偉晉、 
鄭明煌

板橋東區社： 劉炳宏伉儷、賴建男、張正鳴、 
羅國龍、郭昭揚、鄭德文、 
劉炳華、李榮鏗、江基清、 
吳振斌、邱顯清

板橋南區社： 林　拴伉儷、蔡富得、陳世通、 
張添美、林功瑞、邱慶宗、 
鄭明銓、吳俊德、陳澤龍、 
蘇哲緯

板橋西區社： 洪清暉、劉炳杉伉儷、江文毓、 
劉朝淵伉儷、王銘聰、翁光裕、 
鍾祥明、簡世卿、吳瑞興、 
張永達、黃昆成

板橋中區社： 吳寶珠伉儷、陳秋霞、王玉芬、 
王玉玲、蕭明珠、張素真、 

張雲鶴、洪寶林
板橋群英社： 廖冠華伉儷、陳明理、郭宗霖、 

周銘秋、吳欣峯、陳毅華、 
賴智弘、顏國濱、鐘浩瑋、 
秦孟暘

新北光暉社： 官永茂伉儷、石軒光、郭承恩、 
白裕民、邱聖誌、吳品德、 
方建興、黃亞密

樹　林　社： 黃瑞祥、林進龍、陳昱森、 
高文良、詹弘剛、蘇運金、 
呂聰賢、施清雅、許博欽、 
鄒宗甫

鶯　歌　社： 邱添木、羅　毅、邱英杰、 
卓俊宏、侯克忠

樹林芳園社： 徐秀棼、陳　媛、陳美玲、 
林瓊慧

大 漢 溪 社： 吳清池、林崇安、陳傳文、 
黃豐正、林盈良、李昇穎

新北市福利旺社： 葉榮標、李淑瓊、賴淑麗、 
陳碧玲、賴昆德、龔玉霞

新北市和平社： 魏瑜珺、陳綺雲、江秋岑、 
劉淑卿、蔡亞珍

北大光榮社：廖國華、簡坤鈺、吳家偉
新北國際網路社： 金保福、張建國、黃美玉、 

林孝文
新北世界社：邱彥程、李思穎、鄭慧鈴
土　城　社： 張清風、張漢潮、連乾文、 

郭智杰、裴哲仁、林　談、 
呂德旺、洪俊傑、吳隨意、 
陳嘉晨

土城中央社： 李富湧、蘇清海、彭國忠、 
陳瑞光、蔡舜賢

三　峽　社： 竇憲宗、呂榮嵐、王舜慶、 
葉建男、林良麟

土城山櫻社： 張瑞芬、林佩穎、于錦花、 
沈映足、李卓芬、王素珍

三峽北大菁英社： 楊曉勤、鄭秀美、蔣明曉、 
吳國輝、黃若儀

土城東區社： 蕭瑄柏、楊世傑、林金結、 
蕭定恒、張彥霖

新北城星社： 張家銘、張智賢、楊豐榮、 
林秉宸

永　和　社： 劉健豐、鄭忠全、程聖民、 
呂傳文、黃金圳、莊恩智、 
林昭程、邱宏達、邱火金

三重東區社：戴政隆、黃火木、陳清司
蘆　洲　社：姚啟甲
新　莊　社：黃明山、蕭榮祿、姜育心
新　泰　社：盧添富、胡金星
新莊中央社：吳維豐伉儷、蕭富誠、符登南
新莊東區社：周振興
新莊南區社： 陳秀英、林淑雯、胡珈甄、 

葉淑麗



板橋扶輪社

三重南區社：劉碧燕、宋　雪
五　股　社： 黃振財、袁旺泉、方利順、 

湯阿忠
三重南欣社：許靜芳、李美慧、潘秀卿
五　工　社：連進財、方木權、林文川
基隆東南社： 謝木土、黃勝雄、林金城、 

黃國清
基隆西北社：張金華伉儷
宜蘭西區社：蕭慶淋
羅東西區社：許國文、謝漢池
吉　安　社：蔡志明
台北市東昇扶輪社：謝三連
中　和　社：張書銘
台北永東社：周佑民
台北市北投社： 李美華、陳永相、蔡月涵、 

柯勝耀、程海濱伉儷、 
劉漢仲伉儷

台　北　社： 黃其光、林岳皇、廖正方、 
王永生

台北福星社：洪慧修
台北稻江社：施純正
台北東海社：陳思乾
台　南　社：郭泰麟
泰　山　社：沈金柱
草　山　社：陳膺任
板橋扶青團 Jason團長暨全體團員
光復高中扶少團林亭宇老師劉子僑團長暨全
體團員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Benson主席暨全體社友
禮金
日幣 59萬元：日本高岡扶輪社
日幣 50萬元：日本戶田扶輪社
日幣 20萬元：日本和歌山扶輪社
美金伍仟元：菲律賓嗎拉汶扶輪社
美金貳仟元：韓國水原扶輪社
貳萬陸仟元：台北西區扶輪社
貳萬元：新竹科園社
壹萬貳仟元：台北西北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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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扶輪社

陸仟元：李美華社長、劉漢仲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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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東區扶
輪社、新北城星扶輪社、謝三連國

際扶輪前理事
參仟元： 三重東區扶輪社、新莊扶輪社、 

新泰扶輪社、新莊東區扶輪社、 
新莊中央扶輪社、新莊南區扶輪社、 
三重南區扶輪社、五股扶輪社、 
三重南欣扶輪社、五工扶輪社、 
謝木土總監、賴崇賢前總監、 
程海濱前社長、陳永相祕書、

貳仟元： 台南扶輪社、台北永東扶輪社、 
黃炳麟前總監、張　信前總監、 
張金華前總監、蕭慶淋前總監、 
吳維豐前總監、謝漢池總監當選人、 
蔡志明總監提名人、沈金柱前社長、 
葉淑麗前社長

壹仟元： 中和扶輪社、黃勝雄前總監、 
黃明山前總監、許國文前總監、 
姚啟甲前總監、洪清暉前總監、 
邱添木前總監、林金城地區祕書、
黃國清地區公關長、蔡富得助理總
監、李淑瓊助理總監、周振興助理總
監、宋　雪助理總監、袁旺泉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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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涂金寶地區副祕書、李昇穎 RYE主
委、林佩穎前社長

花籃
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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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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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
新北世界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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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和扶輪社

來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民小學 王健旺 校長
新北市板橋區海山國民小學 林瑞昌 校長
中鋼公司 陳榮燦 工程師
張秀貞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新烏救生隊前隊長
來賓 -徐順成 先生
來賓 -劉宏奪 先生
台北市屏東縣同鄉會 郭信福 秘書長伉儷
屏東縣萬丹鄉廈北村 郭　祐 村長
下蚶福德祠 陳信坤 主任委員
下蚶普庵壇 郭兩佳 常務監事
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學生 -黃盈庭 同學
第廿一屆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
李哲柔 同學、闕郁珊 同學、黃品瑄 同學、
彭怡文 同學
2016-17 RYE Inbound學生 -
汪書菲 同學、劉德瑋 同學、郭以翔 同學、
柯心怡 同學、蔡奇亞 同學、陳美美 同學、
呂可心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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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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8次例會 5/6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 2名
出席人數：77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75,000
Bueno 第四期 6,250
Genial 第四期 4,250
Lucky 第四期 6,250
Jet 第二期 6,250
Jet 第三期 6,250
Jet 第四期 6,250
Apple 第三期 4,250
Apple 第四期 4,250
Gas 第四期 17,500
合計 61,500
累計 1,436,500

一般捐款

Bank 總歡喜 2,000

Care 1.恭禧 Printer成公 
2.Green代理出席 2,000

Green 歡喜代理出席 1,000
Mark 第一次代理聯誼歡喜 1,000
合  計 6,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Steven 歡喜 Green代理出席 1,000
Banker 5/4結婚二十週年歡喜 12,000
合計 13,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620 次例會
106 年 5 月 25 日

●  社務會議

本 週 節 目　第 2619 次例會
106 年 5 月 18 日

●  主講人： 萬全國際聯合法律事務所  
程萬全 所長

●  講題： 一位司法老兵的心路歷程 - 
兼論一些常見之法律常識

●  節目介紹人：王經祿 前社長
●  召開 5月份理事會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紀念
暨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 106年 5月 23日 (星期二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雲林鵝肉海鮮城 -第二宴會廳 
(土城區金路 3段 259號 3樓 )

參加人員： Bank社長、PP James、 
PP Alex、Stock祕書、Green、
Judge、Schooling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3 週年
紀念暨交接典禮

時間： 106年 5月 24日 (星期三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新莊典華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

參加人員： Bank社長、IPP Terry、Nick、
Brain、Jamie

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 106年 5月 21日 (星期日 ) 

上午 9：30報到 10：00開會
地點： 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2F  

長榮廳 (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 77號 )
參加人員： Gas社長當選人、PP Book、

Park、Mark

擴大理事會
時間： 106年5月25日(星期四)下午4：30
地點： 板橋吉立餐廳

~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參加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