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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蔡志明地區總監蒞臨公式訪問
【板橋扶輪社第 2679 次例會程序表】
次例會程序表】
會晤：社
11：
：00

11：
：30

長：阮良雄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林傳傑 Michael
秘
書：張泰西 St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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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

註冊聯誼
例會開始：

社

長 Wir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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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ie

3.出席報告

出席主委 Care

4.秘書報告

秘

5.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 Judge

6.社長致詞

社

7.介紹地區總監（約 3 分）

助理總監 Hotel

8.地區總監專題演講（約 30 分）

地區總監 Li-Shin

9.地區總監頒發地區領導人、各委員會等聘書

地區總監 Li-Shin

10.社長鳴鐘閉會

社

1.社長鳴鐘開會

13：
：00

11.全體合影留念

書 Stone

長 Wireless

長 Wireless

3490 地區總監 蔡志明 Li-Shin 簡介
姓

夫

名：蔡志明 Li-Shin

人：游美玲 Engella

所 屬 社：吉安扶輪社

職業分類：旅館管理業

現

職：麗星企業投資公司

E-mail：jimmy610911@yahoo.com.tw

扶輪社經歷

⽇加入花蓮⻄北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1995 年 9 月 12
2002-2003 秘書
2003-2004
2005-2006
2007 年 7 月 1 日加入吉安扶輪社
2007-2008 永久基金主委
2008-2009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2010-2011
2011-2012
2012-2013 理事、糾察主委
2013-2014 理事、秘書
2014-2015
2015-2016
2016-2017 理事、社務諮詢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社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社⻑
社⻑

理事、服務計劃委員⻑
理事、扶輪基⾦委員⻑
理事、副社⻑

理事、扶輪⾏政管理委員⻑、社⻑當選⼈
理事⻑、社⻑

地區扶輪經歷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9-2010
劃主委
2010-2011

地區擴展及增加社員研習會委員
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水資源維護宣導服務委員會委員
社會災難救濟委員會委員

花蓮⼀、⼆分區地區副秘書、環島⾃⾏⾞賽計

總監辦事處花蓮分區服務處主任、世界社區服
務 WCS 委員會副主委、地區年會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年會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社⻑當選⼈
訓練會執⾏⻑、

地區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委員、花蓮高商
扶輪少年服務團褓姆
2014-2015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 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 委員會顧問、總監指
定提名人

2016-2017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員、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地區地帶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世界社
區服務委員會顧問、總監當選人

社團經歷

屆理事⻑

花蓮縣濟陽柯蔡宗親會第 16、17
世界柯蔡宗親會第 16、17 屆理事
台灣柯蔡宗親總會監事
花蓮縣明義國小 98、99、101、102
花蓮縣花崗國中 101、102、104、105

花蓮縣家⻑協會理事

年度家⻑會會⻑
年度家⻑會會⻑

2004 世界柯蔡宗親會世界年會傑出宗親獎

參與國際會議
2003-2004
2015-2016
2016-2017
2017-2018

日本大阪世界年會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泰國曼谷地帶研習會
台北地帶研習會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保羅哈⾥斯之友、地區特優社⻑獎

2003-2004
2008-2009 扶輪基金會地區服務獎
2009-2010 The Rotary Foundation District Service
Award
2009-2010 地區服務貢獻獎、捐獻 PHF1,000 美元
2014-2015 地區服務功績獎、捐獻 PHF1,000 美元
2015-2016 捐獻 PHF7000 美元，累積捐獻扶輪基金會達
10,000 美元（巨額捐獻人）
2015-20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捐獻 15 萬元
2016-2017 捐獻 PHF3000 美元，永久基金捐獻 1,000 美
元
2016-2017 捐獻配合 WCS 菲律賓 D3830 新建扶輪屋
3,000 美金
2016-2017 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冠名捐獻
15 萬元、永久基金 10 萬元
2017-2018 捐贈 PHF10,000 美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
名捐獻 20 萬元，永久基金捐獻 10 萬元

3490 地區祕書 楊朝傑 Land 簡介
姓

名：楊朝傑 Land

夫人姓名：官月珍

所 屬 社：吉安扶輪社
職業分類：房屋仲介

現

職：連得不動產有限公司 總經理

E-mail：land5127@yahoo.com.tw

扶輪社經歷
1994 年 4 月 6 日加入花蓮吉安扶輪社
1994-1995 國際服務委員
1995-1996 社刊主委、國際服務委員、國際青少年服務主委
1997-1998 國際服務主任委員
1999-2000 助理秘書、節目主委、雜誌委員、職業服務委員、世界社會服務主委、締盟委員
2000-2001 助理秘書、社刊委員、社區服務主任委員、國際青少年計畫委員
2004-2005 職業服務主任委員
2005-2006

副社⻑、草津社委員

2006-2007 秘書、服務伙伴委員、國際青少年計畫委員、社員服務主委、年度捐獻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2008-2009

社⻑當選⼈、⾏政管理主委、年度捐獻委員會主委
社⻑

2009-2010 國際服務主任委員、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YEP)委員會委員、北釜山社委員
2011-2012 糾察主委
2012-2013 糾察委員、會場委員、社區服務委員、環境保護委員、團體研究交換(GSE)委員、

委員會委員、社員委員⻑、草津社委員

(YEP)

2013-2014 節目主委
2014-2015 高爾夫球主任委員
2015-2016 國際服務主任委員
2016-2017

服務計畫委員⻑、

社務諮詢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職業服務主任委員、輪島社主委、世界社區服務（WCS）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花蓮⼀分區助理總監、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
2015-2016

2016-2017 地區扶輪公益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會委員會委員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6-1997

捐獻 PHF1000 美元

2008-2009

捐獻 PHF1000 美元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姓

社

名：張玉梅
名：Hotel

所 屬 社：板橋中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1995 年 6 月 22 日
職業分類：旅遊業

現任公司：富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扶輪經歷

職

務：總經理

1995.06.22
1995-1996
1996-1997
1997-1998

創社社友
職業分類委員、職業認識主委
職業認識委員、職業成就主委
理事、職業發展主委扶輪休閒與職業聯誼委
員
1998-1999 理事、職業服務主委、出席委員
1999-2000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環境保護委員
2000-2001
2001-2002
2002-2003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顧問主委、社區發展
委員
2003-2004 防止社員流失主委、扶輪知識委員、顧問委
員、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委員、
職業發展委員
2004-2005 扶輪知識委員、顧問委員、雜誌主委
2005-2006
雜誌委員
2006-2007 理事、社區服務委員、職業服務主委、獎助
金委員會委員、國際青少年計畫委員
2008-2009 理事、扶輪義工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扶輪義工委員、公
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社員委員會委員、社區服務主委、扶輪義工
委員、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助理糾察、防止社員流失主委、社員發展委
員、青少年服務委員、社區服務委員會委
員
2012-2013 理事、防止社員流失委員、扶輪社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社務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理事、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扶輪社行政管
理委員會委員

理事、社⻑當選⼈、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理事、社⻑

理事、副社⻑、顧問委員、社區服務委員、

2014-2015 理事、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主委、公
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理事、助理糾察、防止社員流失委員、年度
捐獻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
員會委員、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扶輪社
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糾察、防止社員流失委員、人類發展委員、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公共形
象委員會委員、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委
員
2017-2018 理事、秘書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1997-1998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0-200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20,000
2001-2002 永久基金捐獻人 US$1,000
2002-2003 提案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2007-2008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2009 聽障奧運志工計畫副主委
2009-2010 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保羅哈理斯捐
獻人 US$1,000
2013-2014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14-2015 獎學金小組委員會 主委
2015-2016 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顧問
2016-2017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捐獻人 NT$10,000
2017-2018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委員、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3490 地區新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祕書簡介
姓

社

名：賴鴻興
名：Tile

所 屬 社：板橋⻄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1996 年 1 月 8 日
職業分類：磁磚

現任公司：元品田磁磚建材有限公司
職

務：負責人

夫人芳名：李英

扶輪經歷

2010-2011

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YEP

主委、扶輪

1996.01.08 入社

知識委員會委員、社區發展委員會委

1996-1997

員、青少年委員會委員

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世界社會服務委
員會委員

2011-2012 YEP 主委、社區發展委員會委員

1997-1998 社員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YEP 主委、社區發展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2013-2014

助理糾察、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會委員

聯誼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2000-2001

糾察主委、聯誼委員會委員、世界社會

扶輪家庭委員會副主委、社區發展委員

2014-2015 理事、會計、服務夥伴委員會主委、RYE

服務委員會委員

主委、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扶輪知

理事、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社刊委員

識委員會委員

會委員

2015-2016 理事、會計

2001-2002 聯誼主委

2016-2017 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節目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2017-2018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日本姐妹社關係委員會主委、消除小兒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社員發展委員

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中國大陸發展

會主委、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地區副

委員會委員

秘書當選人

雜誌委員會委員、中國大陸發展委員會

曾參加扶輪基金計劃及活動

委員

1997-1998 永久基金基金捐獻人 US$1,000

理事、祕書、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消

2000-200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雜誌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委

2004-2005 根除小兒麻痺基金捐獻人 US$1,000

員、中國大陸發展委員會委員

理事、社⻑當選⼈、社務服務委員會主

2006-2007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委

2008-2009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社⻑、理事

2008-2009 理事 YEP 主委顧問主委防止社員流失委

2007-2008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9-2010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10-201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NT$10,000

員會委員青少年委員會委員出席委員會

2012-2013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委員

2014-2015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09-2010 YEP 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顧問委
員會委員

2015-2016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16-2017 巨額捐獻人 Level 1

敬祝生日快樂

洪學樑 前總監(22.07.13)P.D.G.Carbon
鄭俊彥 社
張

友(43.07.15)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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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威毅

社友(96.07.15)Mark

胡文娟 女士(結婚三十三週年紀念日)
陳穎穎 女士(結婚⼗⼀週年紀念日)

~謝啟~
謝啟~
板橋扶輪社第五十二屆社長職員就職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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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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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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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良雄敬謝

例會記要
板橋扶輪社 52 屆社⻑職員就職典禮下午 5 點
30 分假凱達大飯店舉行。典禮尚未開始之前社

友們陸續抵達，給予 Wireless 社⻑⿎勵及恭喜。

Wireless 社⻑鳴鐘開會。

司儀 Schooling 及 Stock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主持聯誼活動。

P.P.Lion 介紹新任社⻑ Wireless。

D.G.Li-Shin 為 Wireless 社⻑佩帶社⻑職章。

D.G.Li-Shin 致詞

輔導社台北⻄區扶輪社社⻑ Ortho 致詞。

兄弟社新⽵科園扶輪社社⻑當選人 Insurance
致詞。

社⻑當選⼈ Michael 致謝詞。

Wireless 社⻑鳴鐘閉會。

卸任社⻑ Gas 頒贈 51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Care 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P.P.Alex 教育基金會主委頒贈板橋扶輪社獎學

金捐款績優獎及 2017-2018 年度板橋扶輪社獎
學金捐款績優獎。

Genial 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花籃

全國加油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賴正時

東亞高峰會

慧蓮姐妹會⼀同

京展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鄭朝旭

禮金

壹萬貳仟元 台北⻄區社
捌仟元 新竹科園社

伍仟元 台北⻄北區社

參仟元 蔡志明地區總監

貳仟元 三重社、郭道明前總監

壹仟貳佰元 蕭君銘助理總監

壹仟元 邱添木前總監、張秋海總監當選人、

陳向緯總監提名人、張玉梅助理總監、
黃中義助理總監、賴鴻興地區副秘書、

邱金花地區副秘書、林⼦傑地區資訊⻑、
林佩穎地區拓展主委、黃火⽊前社⻑、
李昌雄前社⻑、李榮鏗前社⻑、

王銘聰前社⻑、劉朝淵前社⻑、
呂聰賢前社⻑

卸任社⻑ Gas 致詞。

友社社友

Wireless 社⻑代表致贈卸任社⻑ Gas 紀念品。

台北⻄區社：李文正社⻑、楊志平祕書、

卸任社⻑ Gas 頒贈 51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社⻑ Wireless 致詞。

介紹 2018-2019 年度職員並⼀⼀配帶職務帶。

花蓮吉安社：蔡志明總監伉儷

姚嘉澆前社⻑、黃南政前社⻑、
陳由臻社友、廖本泉社友

台北⻄北區社：廖鴻達社⻑、張恆夫前社⻑、
三

重

洪耀坤秘書

社：徐文烱社⻑

新竹科園社：羅聖權社⻑當選⼈、
楊進坤前社⻑伉儷、

彭朋栓前社⻑、

賴郁成前社⻑伉儷、

林靜渝前社⻑、彭為來社友伉儷、
蔡銀英社友

板橋北區社：李老丁社⻑、張春寶祕書

板橋東區社：郭道明前總監、林振哲社⻑、
吳得利祕書

板橋南區社：張振坪社⻑、陳尚彬祕書

板橋⻄區社：賴鴻興地區副祕書、陳啟洧社⻑、
劉朝淵前社⻑、陳柏丞祕書

板橋中區社：張玉梅助理總監、陳秋霞社⻑、
王玉玲祕書

板橋群英社：秦孟暘社⻑、林立堅祕書

新北光暉社：陳柏壽社⻑、⽩裕⺠祕書
樹

鶯

林

歌

社：許⺠翰社⻑、許博欽祕書

社：邱添木前總監、黃中義助理總監、
卓俊宏社⻑伉儷

樹林芳園社：邱金花地區副秘書、辜淳秦社⻑、
鄭麗芬祕書

土城東區社：陳瑞洲祕書

新北城星社：林秉宸社⻑、林筠傑祕書
三

重

社：陳向緯總監提名⼈、黃火⽊前社⻑

五

工

社：張秋海總監當選人

新北單⾞網路社：林⼦傑地區資訊⻑
永

和

社：林昭程社⻑、夏雋皓祕書

來賓

立法委員 羅致政

⻑⽣外科診所 李昌雄 院⻑

明弘企業有限公司 呂聰賢 總經理

賀聲行企業有限公司 王銘聰 總經理

都更旺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胡睿鈞 執⾏⻑

舒麥爾食品有限公司 李榮鏗 負責人

優拉鋼精密工業有限公司 陳文德 負責人伉儷

京展精品眼鏡公司 鄭朝旭 董事⻑
聯合螺絲公司 李溪泉 董事⻑伉儷
巨獅雜志社 紀聰明 社⻑

2017-18 年度 RYEOutbound 學生 鄭宇翔 同學
Wireless 社⻑公⼦阮宏彬及媳婦

本 週 節 目

第 2679 次例會
107 年 07 月 12 日

★蔡志明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大 漢 溪 社：王保朝祕書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當選人、

新北市和平社：陳綺雲社⻑、吳烽銘祕書

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

新北國際網路社：古昌騰社⻑伉儷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新北市福利旺社：林振利社⻑、龔玉霞祕書

北大光榮社：陳呈緯社⻑、孫美蘭祕書

新北世界社：許曉萍社⻑、黃麗君祕書
土

城

社：蕭君銘助理總監、洪瑞河社⻑、
陳嘉晨社友

土城中央社：陳陽春社⻑、蔡東樺祕書
三

峽

社：凌見臣地區辦公室主任、
劉天祥地區公共關係⻑、
蔡崑⼭社⻑、張文瑞祕書

土城山櫻社：周秋雲社⻑、黎伂真祕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吳國輝社⻑、陸子鈞祕書

秘書會晤
12:10-13:00 餐敘
●召開 7 月份理事會

節 目 預 告

第 2680 次例會
107 年 07 月 19 日

●主講人：衛福部預防及延緩失智課程活動指
導員 林進龍 老師&黃智瑄 老師
●講題：正念革命，探索心未來
●節目介紹人：陳嘉彬 社友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出席人數：71 名
缺席人數： 0 名

二、捐款報告

補出席人數： 6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出 席 率：100%

就職禮金

31,200

就職禮金-應收款(IOU)
累

計

17,000
48,200

板橋扶輪社第 52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花絮

為新任社長 Wireless
配帶社長職章

DG Li-Shin

新任社長 Wireless 代表贈送
卸任社長 Gas 紀念品

邀請 PP Lion 介紹新任社長 Wireless

RYE Outbound 學生鄭宇翔授旗

卸任社長 Gas 頒贈 51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第 52 屆 2018-2019 新年度職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