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黃軒凱 Park
社刊主委：江能裕 Famil

社　　長：陳福源 Gas　
糾　　察：陳錫文 Care

國際扶輪3490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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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
刊

【板橋扶輪社第 2626次例會程序表】

11：00
會晤：社　　　長：陳福源 Gas 
　　　社長當選人：阮良雄Wireless 
　　　秘　　　書：黃軒凱 Park

11：30
社務行政會議：各職員、全體理事、各委員會主委參加 
一、檢討與報告全年工作計劃及進行成效 
二、並請示總監問題，一方面請總監協助解決問題並指導及指示

12：30 註冊聯誼

13：00

例會開始： 
1.社長鳴鐘開會 社　　長 Gas

2.聯誼活動： 一、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社友夫人 
二、唱＞歡迎區總監 
三、唱＞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四、唱＞慶祝社友及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五、唱＞慶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六、唱＞扶輪頌

聯　　誼 Stone

3.新社友 Alan入社儀式 社　　長 Gas
地區總監 Beadhouse

4.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 Genial

5.秘書報告 秘　　書 Park

6.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 Care

7.社長致詞 社　　長 Gas

8.介紹地區總監（約 3分） 助理總監 Elevator

9.地區總監專題演講（約 30分） 地區總監 Beadhouse

10.地區總監頒發地區領導人、各委員會等聘書 地區總監 Beadhouse

11.社長鳴鐘閉會 社　　長 Gas

12.全體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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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謝漢池地區總監蒞臨公式訪問

敬祝生日快樂
洪學樑 前總監 (22.07.13)P.D.G.Carbon
吳明田 前社長夫人 (07.06)P.P.Miller夫人
邱冠舜 社友夫人 (07.06)Kevin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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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二十四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錫婚紀念
廖明耆社友Land與夫人沈美蘭女士於7
月8日歡度結婚十週年，祝福兩位永遠幸
福快樂。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3490地區總監謝漢池 Beadhouse簡介
姓　　名： 謝漢池
夫人姓名：林秋薰

所  屬  社：羅東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內科專科醫師

現　　職：謝漢池診所院長

學　　歷：台中中國醫藥大學

通  訊  處：265 宜蘭縣羅東鎮忠孝路 91 號
電　　話：03-957-2097
行動電話：0912-999-966
E-mail: beadhouse@gmail.com

羅東西區扶輪社經歷
2004 年 3 月 10 日入社
2004-2005 年度　 社員成長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

等疾病計畫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委員會主
委、夫人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6-2007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年度捐獻
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理事、社員常任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

2012-2013 年度　社長
2013-2014 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慶典主委
2014-2015 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6-2017 年度　理事、年度基金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2013-2014 年度　地區社員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年度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年度　 地區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扶輪受獎紀錄
2004-2005 年度　 連續 10 年本社百分百出席獎及捐獻紅

箱貢獻獎。

2005-2006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1,000 美元
2008-2009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1,000 美元，一顆

藍寶獎章

2012-2013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 永久基金 1,000 美
元

2013-2014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1,000 美元，二顆
藍寶獎章

2013-2014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台幣 10,000 
元，獲梅花獎章

2014-2015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6,000 美元，累積
捐獻美金 10,000 元 (1 顆鑽石）。夫人

林秋薰 Elena 捐獻美金 10,000 元 (1 
顆鑽石）。

2014-2015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台幣 160,000 
元，累積捐獻台幣 170,000 元。

2015-2016 年度　 冠名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台幣
150,000 元，累積捐獻台幣 320,000 
元。

2015-2016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10,000 美元，個人
累積捐獻國際扶輪基金會美金 20,000 
元，與夫人合併捐獻美金 30,000 元 (2 
顆鑽石）。

2016-2017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 10,000 美元，累積
捐獻美金 40,000 元。

2016-2017 年度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永久基金台
幣 200,000 元。累積捐獻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會台幣 52 萬元

參與國際會議經歷
2015 年度　馬尼拉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6 年度　曼谷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6 年　　韓國首爾扶輪國際年會
2016 年　　台日國際親善大會（日本）
2017 年　　總監當選人 San Diego 國際講習會

對扶輪的特別貢獻
1. 謝漢池前社長與夫人林秋薰女士秉持為扶輪服務的熱
誠，多次擔任地區 GSE、RFE 及日本 2830扶少團來
訪的接待陪伴與接待家庭。

2. 2012-2013 年度於社長任內輔導成立羅商扶輪少年服
務團。

3. 2013-2014 年度擔任本社交換學生陳廣安 ( 巴西 )顧
問，盡心協助身心照顧與輔導。

4. 2014-2015 年度參加 3490 地區與日本北海道 2510 地
區 RFE 扶輪友誼交換活動。

5. 2015-2016 年度參加 3490 地區與韓國 3750 地區 RFE 
扶輪友誼交換活動。

6. 2015-2016 年度參加地區WCS 緬甸公益服務計畫，
並擔任義診醫師。

7. 2016-2017 年度參加地區WCS 菲律賓公益服務計
畫，並擔任義診醫師。



板橋扶輪社

3490 地區秘書謝榮佳 Polo簡介

姓　　名：謝榮佳

夫人姓名： 王美月
所  屬  社：羅東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服裝

現　　職：佳豐百貨商行有限公司

通  訊  處：265羅東鎮站前南路 190 號
電　　話：03-954-6246
行動電話：0933-372-899
E-mail: srj0308@yahoo.com.tw

羅東西區扶輪社經歷

2007 年 5 月 23 日加入羅東西區扶輪社
2007-2008 年度　青少年交換委員
2008-2009 年度　聯誼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兄弟社聯誼主委、年度捐獻主委
2011-2012 年度　理事、副社長、社員常任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主委
2013-2014 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員常任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年度　社長
2015-2016 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主委
2016-2017 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2015-2016 年度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年度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12-2013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美金 1000 元，PHF
2014-2015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美金 1000 元，PHF+1
2014-2015 年度　以夫人王美月名義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台幣 1 萬元
2014-2015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美金 1000 元，PHF+2
2015-2016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美金 1000 元，永久基金
2016-2017 年度　捐獻國際扶輪基金美金 1000 元，PHF+3
2016-2017 年度　以夫人王美月名義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台幣 1 萬元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姓　　名：劉朝淵

社　　名：Elevator
所  屬  社：板橋西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1993 年 04 月 26 日
職業分類：機械製造

現任公司：新東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職　　務：總經理

夫人芳名：鄭金蘭

板橋西區扶輪社經歷
1993.04.26　板橋西區扶輪社創社社友

1994-1995年度　雜誌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委

員

1995-1996年度　節目委員會委員、雜誌委員會委員

1996-1997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7-1998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日本姐妹社關

係委員會委員

1998-1999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日本姐

妹社關係委員會委員、消除小兒麻痺

等疾病委員會委員

1999-2000年度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主委、世界社

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年度　理事、秘書、國際委員會委員

2001-2002年度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02-2003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務服務委員會

主委

2003-2004年度　社長、理事

2004-2005年度　理事、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高爾夫球聯誼委員會委員、顧問主委

2005-2006年度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主委、聯誼委

員會委員、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社

員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6-2007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委

員、顧問委員

2007-2008年度　姐妹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家庭委員會

副主委、防止社員流失委員會委員、

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高爾夫球聯誼

委員會主委、姐妹會委員會委員、網

路資訊小組委員

2009-2010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持理事、高

爾夫球聯誼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社刊委員會主委、社區服務委員會委

員、網路資訊小組委員

2011-2012年度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姐妹會委員會委

員、社刊委員會委員

2012-2013年度　姐妹會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

委員、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社刊委

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副社長、理事、社員委員會主持理

事、姐妹會委員會委員、扶少團委員

會委員、社務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服務夥伴委員

會委員

2015-2016年度　扶輪夥伴委員會委員、世界社區委員

會委員

2016-2017年度　姐妹會委員會委員、青少年交換主

委、雜誌委員會委員、職業分類委員

會委員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1995-1996 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TW$20,000

1998-1999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0-2001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3-2004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6-2007 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7-2008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EREY 

US$100

2008-2009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EREY 

US$100

2009-2010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EREY 

US$100

2010-2011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EREY 

US$100

2011-2012 年度　EREY US$100

2013-2014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EREY 

US$100

2014-2015年度　擔任地區訓練會執行長、保羅哈理斯捐

獻人 US$2,000、巨額捐獻人 Level 1

2015-2016 年度　EREY US$2



板橋扶輪社

3490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簡介

姓　　名：林秀鳳

社　　名：Shally
所  屬  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1995 年 06 月 22 日
職業分類：產學發展

現任公司：社團法人中華產學發展協會

職　　務：常務監事

夫婿姓名：嚴虎台

板橋中區扶輪社經歷
1995.06.22　板橋中區扶輪社創社社友
1995-1996年度　雜誌委員會委員、職業成就委員會委

員

1996-1997年度　理事、助理會計、職業成就委員
1997-1998年度　理事、會計、社刊委員會委員、聯誼

委員會委員

1998-1999年度　助理會計、聯誼委員會主委、職業成
就委員會委員

1999-2000年度　助理糾察、聯誼委員會委員
2000-2001年度　糾察、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職業發

展委員會委員

2001-2002年度　助理糾察、社員委員會主委、根除小
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委員

2002-2003年度　副社長、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03-2004年度　理事、秘書
2004-2005年度　理事、助理秘書、職業分類委員會委

員、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6-2007年度　理事、人類發展委員會委員、獎學金
委員會委員、節目主委、社務服務委

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年度捐款委員會
委員、永久基金委員會主委、公共關

係委員會委員、社務服務委員會主

委、節目委員

2008-2009年度　理事、社長
2009-2010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顧問主委、服

務計畫委員會主委、永久基金委員會

委員、媒體促進委員會委員、社務服

務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顧問委員、服務
計畫委員會委員、扶輪社行政管理委

員會主委

2011-2012年度　理事、會計、扶輪知識委員、顧問委
員、服務計畫委員會委員、獎助學金

委員會主委、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委員

2012-2013年度　理事、助理會計、扶輪知識委員、顧
問委員、獎助學金委員會委員、公共

形象委員會主委、扶輪社行政管理委

員會委員

2013-2014年度　理事、助理會計、服務計畫委員會主
委、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服務計畫委
員會委員

2015-2016年度　理事、社員委員會委員、服務計畫委
員會主委、獎學金委員會委員

2016-2017年度　理事、服務計畫委員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2001-2002年度　地區辦公室財務
2002-2003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20,000
2003-2004年度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6-2007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08-2009年度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地區引

導人訓練委員會副主委、保羅哈理斯

捐獻人 US$1,000
2009-2010年度　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0-2011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委員會委員、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11-2012年度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主委、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12-2013年度　地區扶輪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2014-2015年度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顧問、保羅

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15-2016年度　地區辦公室財務、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16-2017年度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員、保羅哈
理斯捐獻人 US$1,000、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捐獻人 NT$10,000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例會記要 2625次例會
（7月 1日）

■板橋扶輪社 5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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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社長鼓
勵及恭喜。

■Gas社長鳴鐘開會。
■司儀 Mark、Stone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主持
聯誼活動。

■P.P.Lion介紹新任社長 Gas。
■D.G.Beadhouse 為 Gas 社長佩帶社長肩
章。

■D.G.Beadhouse致詞。
■卸任社長 Bank致詞。
■卸任社長 Bank頒贈第 50屆服務團隊紀念
品。

■卸任社長 Bank頒贈 50週年活動團隊紀念
品。

■Gas社長代表致贈卸任社長 Bank紀念品。
■社長 Gas致詞。
■介紹 2017-2018年度職員並一一配帶。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長當選人 Ortho致
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副社長Lawyer致詞。
■社長當選人Wireless致謝詞。
■Gas社長鳴鐘閉會。
■卸任社長 Bank頒贈五十週年紀念特別榮譽
獎。

■卸任糾察主委 Johnny頒贈捐款績優獎。
■卸任社長 Bank頒贈菲律賓嗎拉汶姐妹WCS

醫療捐贈計劃捐款績優獎。

■卸任社長 Bank頒贈扶輪家族歲未感恩慈善
音樂會捐款績優獎。

■教育基金會主委 P.P.Alex頒贈板橋扶輪社獎
學金捐款績優獎及 2016-2017年度板橋扶輪
社獎學金捐款績優獎。

■卸任社長 Bank頒贈五十週年特捐績優獎。
■卸任出席主委 Steven頒贈連續出席獎。

花籃

華南保險 (股 )公司總稽核 張鳴文 
真善美姊妹會

長江飲水機企業董事長 李明川 
永豐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陳國義 
愛摩兒時尚旅館 全體股東
土地銀行東板橋分行經理 唐素珍
板橋分局民防中隊長 楊三雄 
新北市義勇警察協進會理事長  李劉月琴 

 暨全體理監事
立法委員 張慶忠
新北市議員 陳錦錠
高得貿易有限公司 張泰西 王綺慧
華南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張振芳
華南商業銀行副總經理 丁新典
陳福義 先生
劉文亭 先生
板橋中山國小  王健旺 校長 

 家長會長 林芯宇
新北市板橋區農會理事長 廖裕德
常務監事 郭宏政 
代理總幹事 黃兆鴻 
順祥鮮花店

禮金

陸仟元 台北西區扶輪社、新竹科園扶輪社
伍仟元 二四七分區水牛團隊
參仟元 謝漢池地區總監
貳仟元 郭道明前總監、吉立餐廳
壹仟元  蕭慶淋前總監、邱添木前總監、 

 張秋海總監提名人、謝榮佳地區祕書、 
 鄭紀民地區公關長、劉朝淵助理總監、 
 洪進東助理總監、張佳美助理總監、 

謝啟～
板橋扶輪社第五十一屆社長職員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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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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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五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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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福源敬謝



板橋扶輪社

張實社長、葉文棋社長、洪耀坤社長、 
林同仁前社長、余定澤祕書

友社社友

羅東西區社： 謝漢池總監、謝榮佳地區祕書、 
鄭紀民地區公關長

台北西區社： 李文正社長當選人、 
陳由臻社友、魏　立 社友

台北西北區社：葉木棋社長、洪耀坤前社長

三　重　社：張　實社長、余定澤秘書

新竹科園社： 劉家槿前社長、劉月惠社長當
選人、賴郁成前社長伉儷、 
林思銘副社長、林靜渝前社長 
羅煥章前社長伉儷

板橋北區社：鄭明煌副社長、劉晁至社友

板橋東區社：羅致政社長、江基清祕書

板橋南區社：陳世通社長、陳澤龍秘書

板橋西區社：鍾祥明社長、黃墩墉秘書

板橋中區社：洪寶林社長

板橋群英社：吳欣峯社長、賴憬頤秘書
新北光暉社：邱聖誌社長、黃騰文秘書

樹　林　社：陳昱森社長、洪木霖秘書

鶯　歌　社：何東周社長、王聰哲秘書

樹林芳園社：陳美玲社長、陳文鳳秘書

新北市福利旺社：龔玉霞社長

新北市和平社：江秋岑社長、陳秀媚秘書

北大光榮社：簡坤鈺社長、鍾子康秘書

新北世界社：李思穎社長、鄭慧鈴秘書

土　城　社：連乾文社長、張政雄秘書

土城中央社：鄭其發社長、陳瑞光秘書

三　峽　社：王舜慶社長、葉建男秘書

土城山櫻社：沈映足社長、李卓芬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江裕福社長、蔣明曉秘書

土城東區社：鄭煌彬秘書

新北城星社：張家銘創社社長、林秉宸祕書

永　和　社：林昭程副社長、夏雋皓社友

來賓

春扇日本舞踊 彭春霞老師暨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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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警中隊幹部及各分隊長

板橋義警大隊 鄭誼宏 大隊長
板橋義警大隊 辛惠敏 總幹事
新北市議員 曾煥嘉
板橋農會 廖裕德 理事長
板橋分局 陳獻珍 組長
板橋分局 黃家琦 分局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義勇協進會 李劉月琴 理事長
板橋分局民防 楊三雄 中隊長
板橋分局 廖昭哲 警務佐華南產物 張鳴文 副總
華南產物 黃善臻 經理
華南銀行 丁新典 副總經理
華南銀行 新生分行 陳憬瀚 經理
土地銀行 東板橋分行 唐素珍 經理
土地銀行 東板橋分行 李靜敏 副理伉儷
愛摩兒時尚旅館 劉伯村 總經理伉儷
漢龍營造董事長 張慶忠
社長大哥陳福義暨家人一同

伊甸喜恩合唱團李依娜團長及團員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陳豐書　社　　名：Alan
出生日期：1961.12.30
籍　　貫：台灣 新北市
職業分類：室內冷暖空調規劃

現　　職：桓昇電器有限公司 
職　　稱：負責人

通訊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298號
1樓

電　　話：02-2268-1631
夫人芳名：王美雲

夫人生日：5月25日
結婚週年紀念日：1986.12.27
入社介紹人：陳福源、邱馳翔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黃軒凱 Park
社刊主委：江能裕 Famil

社　　長：陳福源 Gas　
糾　　察：陳錫文 Care

國際扶輪3490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2017-2018年度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社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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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25次例會 7/1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 7名
出席人數：71名　免 計 出 席：12名
缺席人數： 0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31,000
就職禮金 -應收款 (IOU) 6,000

累  計 37,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626 次例會
106 年 7 月 06 日

★謝漢池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當選人、 
 秘書會晤

11:30-12:30 社務行政會議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節 目 預 告　第 2627 次例會
106 年 7 月 13 日

●  主講人： 美門企管顧問公司  
黃正昌 執行長

●  講題： 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  節目介紹人：簡哲雄 前社長
●  召開 7月份理事會
●  板橋東區扶輪社來訪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6年 8月 6日 (星期日 )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囍宴軒新板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3號9樓)
爐主： 陳福源 紀清田 賴正時 陳鈺卿 林福安  

張立昇 廖明耆 薛銘鴻 陳文龍 辜久雄  
洪學樑 林傳傑 汪俊男 林當隆 廖金順  
張煥章 鄭俊彥 徐維志 鄭錦玉 陳嘉彬  
黃軒凱 賴宏榮 洪國恒

~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

當天下午於板橋秀泰影城舉行休閒活

動 -電影欣賞，本次欣賞的電影為“模犯
生”，電影開演時間將於一星期前通知，謝

謝。

板橋團 17-18 年度幹部交接 
暨 OB 典禮

時間： 106年 7月 16日 (星期日 )  
下午 13：00註冊 13：30開始

地點： 板橋國小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3號 )

~ 敬邀全體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

7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6年 7月 18日 (星期二 ) 

上午 11：00報到 11：30開球
地點： 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三重扶輪社授證 55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6年 7月 20日 (星期四 ) 

上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國賓飯店 2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 2段 63號 )

第一次社長、祕書聯誼會
時間： 106年 7月 23日 (星期六 ) 

下午 4：00
地點： 上海銀鳳樓(板橋中山路一段2號3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