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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林明正 社友(48.05.13)Frank 
陳文龍 前社⻑夫⼈(05.13)P.P.Ocean 夫人 
廖金順 前社⻑夫人(05.20)P.P.Lion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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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八週年紀念日) 
汪俊男 社友(88.05.22)Jamie ♥ 
曾雅鈴 女士(結婚十九週年紀念日) 
盧政治 前社⻑(51.05.23)P.P.Silk ♥ 
盧陳素香 女士(結婚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友社社友友社社友友社社友友社社友 

日本和歌山社：瀬川 良浩、野志 幸生、 

脇坂 三蔵、樫畑 直尚、 

木綿 紀文、松尾 泰明、 

中谷 友紀、吉田 友之 

台北西區社：林瓊瀛、黃南政、張盈泉、李文正、

郭俊宏、姚嘉澆、陳  力 、林英傑、

陳由臻 

台北西北區社：葉木棋、李吉祥、陳永森、鄭資盛 

魏國晏、張恆夫、黃揆元、彭奎洲 

三  重  社：張  信、張  實、周信利、陳柏名、

何存發、廖志豪、王進忠、梁雁捷、

余定澤 

新竹科園社：蔡憲德伉儷、林鴻堂伉儷、 

徐家光伉儷、劉家槿伉儷、劉淑紅、

楊進坤伉儷、羅煥章、溫水風伉儷、

林思銘伉儷、黃吉藏伉儷、彭朋栓、

陳聖樺、劉月惠伉儷、盧朝相夫人、

郁成夫人 

板橋北區社：胡睿鈞、楊秀民、劉阿國、高偉晉、

葉濬承、王晛光、連志謙、詹益彰、

陳榮傑、楊進榮 

板橋東區社：郭道明、羅致政、江基清、林振哲、

李水日、張富逸、賴建男、劉炳宏、

邱顯清、許家榮、游伯湖 

板橋南區社：陳世通、張振坪、張添美、邱慶宗、

林繼鐘、劉鎮洲、吳俊德、陳澤龍、

陳尚彬、陳金鐘 

板橋西區社：洪清暉、鍾祥明、劉朝淵、黃墩墉、

陳啟洧、黃昆成、陳柏丞、簡慶林、

劉炳煌、翁光裕、陳俊樺 

板板板板    橋橋橋橋    扶扶扶扶    輪輪輪輪    社社社社    慶慶慶慶    祝祝祝祝    母母母母    親親親親    節節節節    快快快快    樂樂樂樂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陳福源社長 4 月 29 日(星期日)與新竹科

園社聯合例會特別準備車上精美水果。 

謝啟謝啟謝啟謝啟    

板橋扶輪社授證五十一週年紀念典禮感謝

各界致贈賀電、禮金及花籃，隆情厚誼無

以銘感，特此致意。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何溪泉前社長 亂打皮儿子非洲鼓團  伍仟元 



 

 

 

板橋中區社：洪寶林、林秀鳳、張玉梅、陳秋霞、

王玉玲、徐若綺、王桂英、王美玉 

板橋群英社：吳欣峯、郭宗霖、周銘秋、秦孟暘、

盧永濬、李易軒、蔡長恩、鐘浩瑋、

陳冠婷 

新北光暉社：邱紹軒、黃騰文、官永茂、方建興、

陳宏志、郭承恩 

樹  林  社：陳昱森、洪進東、蔡元泉、高文良、

許民翰、邱戊己、林奕瑭、余溪湖、

謝銘庚、林進益、謝介源 

鶯  歌  社：邱添木、徐建榮、徐建榮、何東周、

陳中舜、余宗哲 

樹林芳園社：陳美玲、林麗華、邱金花、宋寶真、

尤琇玲 

大 漢 溪 社：王嘉斌、鐘錦樹、蘇文郁、陳柏均、

陳宏銅 

新北市福利旺社：龔玉霞、陳亮妘 

新北市和平社：江秋岑、陳綺雲、陳麗雲、王清

吉、陳姿勳 

北大光榮社：簡坤鈺、朱席潔 

新北國際網路社：金保福 

新北世界社：李思穎、鄭慧鈴 

土  城  社：連乾文、洪瑞河、邱煥濤、林  談、

洪俊傑、裴哲仁、梁明昌、呂漢威 

土城中央社：鄭其發、陳瑞光、李富湧、許松祥 

三  峽  社：王舜慶、蔡崑山、張文瑞、孔慶國、

葉祥富 

土城山櫻社：李卓芬、黎伂真、徐淑珍、孔令姝 

三峽北大菁英社：江裕福、張佳美、蔣明曉、吳

國輝 

土城東區社：鄭煌彬、杜生楷、張志豪 

新北城星社：張家銘、林秉宸、林筠傑、廖玟淇、

蘇芳君 

永  和  社：陳  輝、林昭程、鄭忠全、邱宏達、

劉健豐、連得壽、夏雋皓 

三重東區社：陳向緯、黃火木 

羅東西區社：謝漢池、謝榮佳、鄭紀民 

基隆東南社：黃勝雄、謝木土 

新  莊  社：黃明山 

新莊中央社：吳維豐伉儷 

吉  安  社：蔡志明伉儷 

五  工  社：張秋海 

�板橋扶青團 Macaroon 團長暨全體團員 

�新北光復高中扶少團林雋永老師朱嘉翎團長暨

全體團員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Benson主席暨全體社友 

禮金禮金禮金禮金 

日幣 20萬元：日本和歌山扶輪社 

貳萬元：台北西區扶輪社、新竹科園社 

壹萬元：台北西北區扶輪社、三重扶輪社、 

永和扶輪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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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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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仟元：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謝漢池地區總監 

貳仟元：郭道明前總監、張  信前總監、 

蔡志明總監當選人 

壹仟元：黃勝雄前總監、黃明山前總監、 

吳維豐前總監、洪清暉前總監、 

邱添木前總監、謝木土前總監、 

張秋海總監提名人、陳向緯總監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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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秀鳳地區副祕書、 

黃火木前社長 



 

 

來賓來賓來賓來賓 

�PP Dragon 夫人邱陳鳳嬌 女士及 

公子邱明亮先生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國小 王健旺 校長暨表演同

學 

�新北市文林國民小學 朱玉環 校長 

�新北市立海山國民小學 林瑞昌 校長 

�新北市三峽區建安國民小學 許仁利 校長 

 

 

 

 

 

 

 

 

 

 

 

 

 

 

 

 

 

 

 

 

 

 

 

 

 

 

 

 

�二胡老師 張秋玫老師 

�2017-18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學生傅翊棋 

同學、黃盈庭 同學、楊子逸 同學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二屆獎學金學生 

陳怡靜 同學、曹采薇 同學、彭怡文 同學、 

林揚智 同學、黃品瑄 同學、李欣錦 同學、 

游佳穎 同學 

�亂打皮儿子非洲鼓團團長游文一暨團員 

 

 

 

 

 

 

 

 

 

 

 

 

 

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紀念慶典花絮 

   
Gas 社長致詞          社長代表致贈紀念品      第二十二屆板橋扶輪社獎學金得獎學金 

予創社社友 P.P.Lion 

  

亂打皮儿子非洲鼓團精彩表演                  第 51屆社長盃高爾夫前三名社友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出席人數：77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03,866 

LAWYER 第四期 6,250 

FRANKLIN 第四期 4,250 

KAI 第四期 4,250 

SHI-LO 第四期 4,250 

合計  19,000 

累計  1,422,866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Genial 05.03 生日快樂 1,000 

Johnny 04.3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Money 05.02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Post 05.05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Lucky 04.30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anker 05.04結婚週年快樂 1,000 

Oral 05.08 生日快樂 1,000 

Micael 05.08 生日快樂 1,000 

Archi 05.09結婚週年快樂 1,000 

Stock 05.10結婚週年快樂 1,000 

Tiger 05.10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1,000 

 

5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年 5 月 15 日(星期二) 

上午 10：30報到 11：00開球 

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市大溪區永福里日新路 168號)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第五次讀書會 
時間：107年 05 月 17 日(星期四)  

中午 12：30用餐 13：00開始 

地點：本社會議室 

研讀書籍：愛無能的世代-追求獨特完美的自我 卻

無能維持關係的一代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三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17：30註冊 18：00開會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Jyi-Lih、P.P.Lawyer、P.P.Glue、

Park祕書、Life、Mark、Tea、Tiger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2 次例會 

                        107年 05 月 24 日 

●主講人：宇亮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秦嘉謙 研發總監 

●講題：液晶調光智能膜的市場、原理與應用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召開 5 月份理事會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71 次例會 

                        107年 05 月 13 日 

●第四次爐邊會議暨慶祝母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