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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劉祥呈 前總監夫人(01.07)P.D.G.Syo-Tei 夫人 
羅浚晅 社友夫人(01.09)Brain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楊博顯 社友(85.01.06)Steven ♥ 
周芷如 女士(結婚二十二週年紀念日) 
楊明炎 前社⻑(71.01.07)P.P.James ♥ 
王美齡 女士(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林傳傑 副社⻑(81.01.07)Michael ♥ 
張佩珊 女士(結婚二十六週年紀念日) 

 

 

 

 

 

 

 

 

 

 

 

 

 

 

 

 

 

 

 
 

 

第第第第 52 屆屆屆屆 2018-2019 年度理事名單年度理事名單年度理事名單年度理事名單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社名社名社名社名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社名社名社名社名 

阮良雄 Wireless 張  凱 Kai 

林傳傑 Michael 何溪泉 Lucky 

陳瑤國 Life 楊明炎 James 

陳福源 Gas 薛銘鴻 Lawyer 

廖金順 Lion 張泰西 Stone 

楊東卿 Torque 江能裕 Family 

張瑞仁 Bueno 羅國志 Wine 

林當隆 Book 汪俊男 Jamie 

鄭錦玉 Diamond 程萬全 Judge 

張煥章 Archi   
 

悼 
林當煒社友先嚴林文儒老先生慟於 106 年 12

月 16 日壽終正寢，享壽 82 歲，噩秏傳來，全

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107 年 1 月 10 日(星期三)下午三

時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新北市板

橋區中正路 560 號)舉行。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圓滿成功 

板橋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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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 

賀賀賀賀    眾望所歸眾望所歸眾望所歸眾望所歸    
阮良雄(Wireless)社長提名人 

榮膺第 52 屆 2018-2019 年度 

社長當選人    

賀賀賀賀    眾望所歸眾望所歸眾望所歸眾望所歸    
林傳傑(Michael)副社長 

榮膺第 53 屆 2019-2020 年度 

社長提名人    



 

 

例會例會例會例會記要記要記要記要    
�十二月份是扶輪的選舉月，本

社也不例外的於今日例會中召
開常年大會，選舉下屆理事。 

�社友們接到選票之後，均謹慎地圈選明年度的
理事⼈選，紛紛投下神聖的⼀票，在 P.P.Lawyer
的監票，Schooling 社友的唱票，Care、Tiger
社友的記票之下，展開了計票工作，選舉氣氛 
輕鬆和諧，順利
的產生本社第五
十 二 屆 ( 二 ○⼀
八~二○⼀九年
度)的理事當選 
人，並由 P.P.Lawyer 公佈當選人名單。 

�本屆常年大會於 Gas社⻑鳴鐘聲中圓滿結束，
隨即召開二○⼀八~二○⼀九年度理事當選⼈
第⼀次會議。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 
愛樂種子勇逐夢成果分享音樂會 

時間：107 年 1 月 7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地點：新北市政府 3F-多功能集會堂 

 
訪問永和扶輪社 

時間：107 年 1 月 9 日(星期二) 中午 12：30 

地點：新北市中和區橋和路 116 號 7 樓之 2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Jyi-Lih、P.P.Lucky、 

P.P.Glue、Wireless 社長當選人、

Michael 副社長、Park 祕書、Life  

 

 

 

時間：106 年 12 月 28 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阮良雄 社⻑當選人   
記錄：張泰⻄ 助理秘書 
出席理事：阮良雄、林傳傑、陳福源、楊東卿、

張瑞仁、張煥章、張  凱、楊明炎、
薛銘鴻、張泰⻄、江能裕、羅國志、
程萬全 

第⼀案：請推選阮良雄社友為第五⼗⼆屆⼆○⼀
八—⼆○⼀九年度社⻑當選⼈。 

決  議：通過。 
第⼆案：請推選第五⼗三屆⼆○⼀九-二○二○年

度社⻑提名⼈，提請討論。 
決  議：⼀致推選林傳傑社友為第五⼗三屆⼆○

⼀九-⼆○⼆○年度社⻑提名⼈。 
第三案：聘請理事張泰⻄社友與陳瑤國社友，分

別擔任秘書與財務⼄職，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 
中山國小-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 

時間：107 年 1 月 13 日(星期六) 

上午 9：30 報到 10：00 開始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 

 
社區服務 

板橋扶輪社 玉山銀行捐血活動 
時間：107 年 1 月 15 日(星期一) 上午 10：00 

地點：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90 號) 

二二二二○○○○一一一一八八八八－－－－二二二二○○○○一一一一九九九九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記錄記錄記錄記錄 



 

 

 

 

 

 

受文者：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教育基金委員會
全體委員 
洪學樑 劉祥呈 林延湯 賴正時 盧政治 
陳文龍 陳國義 何溪泉 張煥章 劉紹榮 
林志郎 商村田 鄭錦玉 張愿福 黃志光 
陳福源 阮良雄 林傳傑 黃軒凱 楊東卿 
蕭錦聰 薛銘鴻 黃永昌 江能裕 邱馳翔 
高建順 邱建明 曾文淵 張泰⻄ 

主 旨：討論第二十二屆獎學金申請、頒獎辦法
及獎學金學生名額。 

說 明： 
⼀、本次會議主要討論第⼆⼗⼆屆獎學金申請、

頒獎辦法是否要修改及決定獎學金學生名
額，會後即發文通知各大學院校進行受理、
推薦。 

二、日期：訂於 107 年 1 月 11 日(星期四) 
例會後。 

三、地點：本社會議室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謝謝！  
 

 

 

 

 

 

 

 

 

 

 

 

 

 

 

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上午 11：00 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東華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林口區東華路 99 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第三次社⻑、祕書聯誼會 
時間：107 年 1 月 21 日(星期日) 下午 4：00 

地點：海釣族餐廳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新竹科園扶輪社 
25 週年高爾夫球聯誼賽 

時間：107 年 1 月 24 日(星期三)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新豐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新豐鄉坑子口 104 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 Bueno、PP Dimaond 及

夫人、PP Miller、PP Terry、Michael

副社長、Food、Green、Mark、Post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 

2017-2018年度教育年度教育年度教育年度教育基金基金基金基金開會通知開會通知開會通知開會通知 

 

【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 
⼀、比賽⽇期：107 年 3月 26 日(星期⼀) 上午 9：00報到，10：30 開球。 
二、開球時間：上午 10：30 於台北球場，10：10截止報到逾時報到，成績不予計算。 
三、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坑子村赤塗崎 34-1號）  
四、比賽規則：依球場單行及中華高協頒佈之。(將球場單行規則及中華高協規印在手冊裡）  
五、報名資格：凡 3490 地區社友及社友眷屬(先生、夫人)皆可報名參加(來賓、社友中具有高爾夫
職業選手、球場教練培訓身份者，不得列入成績競比。）  

六、報名費：每位新台幣 500元整，報名同時繳交，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七、參加獎：帽子、球、餐券(礦泉水每人 2瓶放於球車上） 
八、報名辦法：為促進各社聯誼，希望每社都派員參加，請向各高爾夫委會報名彙總後，將名單線
上報名 https://goo.gl/DgE3S4。敬請各社先⾏將參賽社友名單提報，由主辦位統⼀編列組別。 

九、報名日期：自即起至 2 月 28 日(三)截止。 
十、擊球費用：果嶺、桿弟及及車合計 2,449元，賣店費用請自理。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6 名 
出席人數：57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93%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Canon,Franklin,Land,Service,Seven 

三、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9,166 

PRINTER 第二期 4,250 

WIRELESS 第二期 17,500 

SHI-LO 第二期 4,250 

合計  26,000 

累計  655,166 

一般捐款 

Gas 
1.歡喜下屆理事、社長高票當選 

2.秋旅圓滿成功!! 
2,000 

Victor 
1.內人生日快樂，謝謝祝福  

2.祝福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組閣 
2,000 

Silk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Oral 生日快樂 1,000 

Kai 
歡喜Wireless社長當選人高票當
選 

1,000 

Sticker 感謝社長製作精美對章贈送 2,000 

Impalnt 
歡喜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Stone

順利當選 
1,000 

Ortho 
1.太太生日快樂 2.歡喜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Stone 順利當選 
2,000 

Green 總歡喜 1,000 

Genial 總歡喜 1,000 

Charles 
恭喜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Stone

準社書長、各位理事高票當選 
1,000 

Care 
1.秋季旅遊陽光普照順利開心 

2.52 屆社長順利當選 
2,000 

Stone 
感謝所有 PP、社友踴躍出席常
年大會，選舉理事 

1,000 

Tiger 
謝謝社長及各位社友參加秋季
旅遊 

1,000 

Pipe 結婚 22 週年快樂 1,000 

Judge 
1.結婚週年紀念  

2.社長當選人順利當選 
2,000 

合計  22,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歡喜各位踴躍參加投票，順利誕
生下屆理事 

6,000 

A Cheng 
歡喜社長當選人Wireless順利當
選 

1,000 

Wine 準社長 Wireless 高票當選 2,000 

James 1/2 生日快樂 1,000 

Alan 

1.歡喜 12/30 生日快樂(我)  

2.歡喜理事高票當選  

3.歡喜準社長高票當選 

3,000 

Ocean 1/5 生日快樂 1,000 

Terry 1/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Young 1/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Diamond 1/5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Wealth 1/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2 次例會 

                        107 年 01 月 06 日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3 次例會 

                        107 年 01 月 11 日 

●前社長日 

●主講人：台北仁濟醫院 蕭國川 副院長 

●講題：下背痛及坐骨神經痛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召開 1 月份理事會 

●召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