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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東區扶輪社簡介板橋東區扶輪社簡介板橋東區扶輪社簡介板橋東區扶輪社簡介 

 

106.07.06 謝漢池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謝漢池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謝漢池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謝漢池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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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名 

寶眷社友人數：44 名 

現任社長：羅致政 P.Master 

現任秘書：江基清 P.P.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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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事處地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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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祝生日快樂 
鄭俊彥 社友(43.07.15)Art 
張  凱 前社⻑(38.07.17)P.P.Kai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徐維志 社友(74.07.14)Infinity 
胡文娟 女士(結婚三十二週年紀念日) 
永結同心 錫婚紀念 
李威毅社友 Mark 與夫人陳穎穎女士 
於 7 月 15 日歡度結婚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板橋扶青團板橋扶青團板橋扶青團板橋扶青團 2017201720172017----18181818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幹部交接暨幹部交接暨幹部交接暨幹部交接暨 OBOBOBOB 典禮典禮典禮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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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板橋東區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洪學樑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 

廖金順 地區疾病的預防與治療委員會副委員 

林延湯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劉祥呈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主委 

高明正 地區前受獎人小組委員會委員 

葉文德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委員 

張愿福 地區扶輪史編輯委員會委員 

林志郎 地區特別委員會委員 

辜久雄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委員 

賴正時 地區獎勵委員會主委 

簡哲雄 地區社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盧政治 母親與兒童健康委員會委員 

陳文龍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楊東卿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紀清田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張瑞仁 地區和平與衝突的預防與解決委員會 

委員 

陳國義 地區基礎教育與識字委員會委員 

林當隆 地區經濟與社區發展委員會委員 

鄭錦玉 地區保羅哈理斯協會小組委員會委員 

張煥章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張 凱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 

榮任地區職務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陳福源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劉祥呈前總監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拾萬元 

張煥章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劉紹榮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貳拾萬元 

薛銘鴻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黃軒凱祕書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鄭光欽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陳錫文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拾伍萬元 

高建順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邱馳翔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邱建明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陳山志社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    

陳福源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洪學樑前總監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楊東卿前社長 根除小兒麻痺 壹仟元 

蕭錦聰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劉紹榮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楊明炎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黃軒凱祕書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陳豐書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陳錫文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高建順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邱馳翔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高智堅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邱建明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林當煒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廖明耆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洪國恒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張泰西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陳福源社長 讀書會 壹萬元 

陳福源社長 高爾夫聯誼會 貳萬元 

陳福源社長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 貳拾萬元 

陳福源社長 扶輪公益網 壹萬元 

賴正時前總監 扶輪公益網 貳拾萬元 

紀清田前社長 扶輪公益網 陸仟元 

蕭錦聰前社長 扶輪公益網 壹拾萬元 

楊明炎前社長 扶輪公益網 陸仟元 

王經祿前社長 高爾夫聯誼會 參仟元 

黃軒凱祕書 扶輪公益網 陸仟元 

江能裕社友 扶輪公益網 壹萬元 

林新乾社友 扶輪公益網 貳萬元 



 

 

何溪泉 地區年度計劃捐獻小組委員會委員 

吳明田 地區每位扶輪社員每年捐獻推動委員會

委員 

蕭錦聰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李明川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委員 

楊明炎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主委 

楊明炎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薛銘鴻 地區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小組委員會 

委員 

劉紹榮 地區捐贈基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王經祿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黃永昌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 

汪俊男 地區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委員 

賴宏榮 地區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委員 

江能裕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執行長 

張立昇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孔繁文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林新乾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李威毅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饒吳冠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廖琳妮 地區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2017-18 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  

 

 

 

 

 

 

 

 

 

 

 

 

 



 

 

 

 

 

 

 
 

 

 

 

 

 

 

 

 

 

 

 

  

 

 

 



 

 

 

 

 

 

 

 

 

 

 

 

 

 

 

 

 

 

 

 

 

 

 

 
 

 

 

 

  

   

第第第第 2626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捐款捐款捐款捐款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統計表 7 / 6 
A Cheng 2,000  Diamond 3,000  Lucky 5,000  Shi-Lo 2,000  Carbon 夫人 3,000  

Alan 3,000  Gyne 2,000  Mark 6,000  Silk 3,000  Syo-Tei 夫人 3,000  

Bank 3,000  Implant 2,000  Nick 2,000  Sticker 3,000  Victor 夫人 3,000  

Base 10,000  Johnny 2,000  Ortho 3,000  Syo-Tei 10,000    

Boss 2,000  Kai 5,000  Park 20,000  Torque 2,000    

Bueno 2,000  Life 2,000  Printer 2,000  Trust 1,000    

Building 2,000  Lion 10,000  Seven 2,000  Water 100,000    

※捐款金額為 220,000元 ※敬請核對、如有錯誤，請向幹事小姐訂正，謝謝！ 

Alan 6,000  E.Fu.Ku 1,000  Jamie 3,000  Ocean 1,000  Tiger 1,000  

Alex 50,000  Family 20,000  Jet 2,000  Oral 3,000  Tile 1,000  

Apple 5,000  Frank 1,000  Jia-Pin 10,000  Pipe 1,000  Timmy 1,000  

Archi 10,000  Franklin 2,000  Jimmy 2,000  Schooling 2,000  Truck 2,000  

Art 1,000  Food 1,000  Joe 3,000  Service 2,000  Trust 5,000  

Banker 1,000  Gas 180,000  Judge 3,000  Skin 1,000  Victor 10,000  

Book 20,000  Genial 10,000  Jyi-Lih 6,000  Smile 2,000  Wireless 30,000  

Brain 1,000  Glue 3,000  Land 2,000  Steven 2,000  Wealth 1,000  

Canon 2,000  Golf 2,000  Lawyer 5,000  Stock 3,000  Wine 3,000  

Carbon 5,000  Green 10,000  Max 1,000  Stone 10,000  Young 1,000  

Care 10,000  Infinity 1,000  Miller 1,000  Tea 1,000    

Charles 1,000  James 2,000  Michael 20,000  Tech 1,000    

Duke 1,000  James Kao 1,000  Money 2,000  Terry 2,000    

※7/6全面歡喜應收款為 493,000元※未出席社友每位 I.O.U.$1,000元，謝謝！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6 名 
出席人數：62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二、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謝漢池 地區總監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謝榮佳 地區秘書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游采絨 地區財務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鄭紀民 地區公關長 羅東西區扶輪社 本 社 

林佩穎 地區辦公室 
主任 

土城山櫻社 本 社 

A.G.Elevator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D.V.S.Shally 板橋中區扶輪社 本 社 

C.P.Maggie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本 社 

Hebe 祕書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本 社 

林秋薰 女士 地區總監夫人 本 社 

王美月 女士 地區祕書夫人 本 社 

陳詩湲 女士 地區公關長夫人 本 社 

黃淑珍 女士 社長夫人 本 社 

洪王淑雲 女士 P.D.G.Carbon 夫人 本 社 

劉邱足 女士 P.D.G.Syo-Tei 夫人 本 社 

曾緇鳩 女士 P.D.G.Victor 夫人 本 社 

趙如玉 女士 社長當選人夫人 本 社 

王綺慧 女士 聯誼夫人 本 社 

Benson 主席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Harlem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Jeffery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Qunnie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Tomson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Samuel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Ashly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Chris 社友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三、捐款報告 

一般捐款 

Gas 買時間 2,000 

Carbon 歡喜生日快樂 2,000 

Johnny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eadhouse 總監 歡喜公式訪問 6,000 

合計  11,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Miller 歡喜 7/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olf 歡喜 7/7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Land 歡喜 7/8 結婚 10 週年快樂 12,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4,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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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28次例會 

                          106 年 7 月 20 日 

●主講人：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王瓊玲 教授 

●講題：走進故事 寫出人生 

●節目介紹人：曾文淵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