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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12 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蔡志明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 

                                                                                                                                                             
 

 

敬祝生日快樂 
邱性利 社友(46.07.20)Trust 
劉引巨 社友(55.07.23)Money 
張瑞仁 前社⻑(39.07.25)P.P.Bueno 

 
 
洪學樑 地區水管理委員會主委 

廖金順 地區社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林延湯 地區扶輪社區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劉祥呈 地區災難救濟委員會主委 

葉文德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委員 

張愿福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林志郎 地區節能減碳計劃委員會 

辜久雄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賴正時 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榮譽主委 

簡哲雄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委員 

盧政治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顧問 

陳文龍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員 

楊東卿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委員 

紀清田 地區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張瑞仁 END POLIO NOW 推廣委員會委員 

陳國義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委員 

林當隆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 

鄭錦玉 地區職業成就獎勵委員會委員 

張煥章 地區獎勵委員會主委 

地區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顧問 

張 凱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委員 

何溪泉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委員 

吳明田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蕭錦聰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榮譽顧問 

李明川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楊明炎 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會委員 

薛銘鴻 地區前受獎人小組委員會委員 

劉紹榮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王經祿 地區扶輪世界和平小組委員會主委 

黃永昌 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會委員 

陳福源 地區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孔繁文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副執行長 

江能裕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林新乾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張立昇 地區公益網委員會委員 

李威毅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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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任地區職務 



 

 

 
 

時間：107 年 7 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主席：阮良雄 社長   紀錄：張泰西 秘書 

出席：阮良雄、林傳傑、陳瑤國、張泰西、 

陳福源、楊東卿、林當隆、鄭錦玉、 

張煥章、張  凱、何溪泉、楊明炎、 

薛銘鴻、羅國志、汪俊男、程萬全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六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例會用餐時間提早 10 分鐘，於 12：

20 開始用餐，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有關葉文德前社長免計出席取消申請，

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原訂八月九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八

三次例會，為舉辦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

爐邊會議變更例會時間於八月五日(星

期日)假囍上海銀鳳樓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有關執行祕書蕭吟貞調薪案，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三重扶輪社授證 56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 年 7 月 20 日(星期五)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2 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P.P.Jyi-Lih、 

P.P.Shi-Lo、P.P.Apple、P.P.James、 
Michael 社⻑當選⼈、Life 副社⻑、 
Stone 祕書、Post、Schooling 

七七七七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張愿福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吳明田前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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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伍萬元 

陳福源前社長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張泰西祕書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壹萬元 

陳豐書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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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俊男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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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拾伍萬元 

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美金美金美金美金))))    

阮良雄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盧政治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張煥章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吳明田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楊明炎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王經祿前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林傳傑社長當選人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陳瑤國副社長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張泰西祕書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陳錫文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汪忠平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曾金川社友 保羅哈里斯 壹仟元 

汪俊男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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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阮良雄社長 全球基金會 伍萬元 

阮良雄社長 紫雲基金會 參萬元 

賴正時前總監 扶輪公益網 貳拾萬元 

薛銘鴻前社長 扶輪公益網 伍仟元 

張泰西祕書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 壹萬元 

陳錫文社友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 參萬元 

汪俊男社友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 壹萬元 

程萬全社友 板橋扶輪社獎學金 壹萬元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2018-19 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年度主題  

 

2018-2019年度地區策略方向 
減徵各社資源：交由各社自行決定資源的運用，

模式在符合扶輪精神的架構下做
最棒的服務計畫。 

協調水平合作：協助各社有效合作有錢出錢有力
出力，善用各社優勢打造多元團
隊及服務項目。 

推廣公共形象：將扶輪正向的⼀⾯傳達給普羅⼤
眾，爭取對扶輪的認同加強各社
募集社員力度。 

 
 
 
 
 
 
 
 
 
 
 
 
 
 
 
 
 
 

輔導重於指揮：各社才是擁有實際運作社員的個
體，啟發並輔導鼓勵各社都能成
為勵志的領導者。 

2018-2019年度地區年度目標 
年度結算時地區總社數：100 
年度結算時社員留住率：95% 
扶輪基金會各項捐獻總額：USD$ 1,700,000 
各分區鉅額捐獻人數：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總額：TWD$ 15,000,000 
LINE@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第第第第 2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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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2 
A Cheng 3,000 Building 5,000 Jamie 3,000 Miller 5,000 Syo-Tei 10,000 

Bank 3,000 Diamond 5,000 Jia-Pin 5,000 Nick 2,000 Tiger 2,000 

Base 5,000 Gyne 5,000 Jimmy 2,000 Ortho 3,000 Timmy 5,000 

Book 5,000 Implant 2,000 Kai 4,000 Printer 2,000 Torque 3,000 

Boss 2,000 James Kao 1,000 Lucky 5,000 Sticker 3,000   

※捐款金額為 NT$90,000元 ※敬請核對、如有錯誤，請向幹事小姐訂正，謝謝！ 

Alan 3,000 Duke 1,000 Jet 1,000 Ocean 1,000 Stock 1,000 

Alex 1,000 E.Fu.Ku 5,000 Joe 1,000 Oral 5,000 Stone 5,000 

Apple 5,000 Family 1,000 Johnny 1,000 Park 2,000 Tea 1,000 

Archi 5,000 Frank 1,000 Judge 10,000 Pipe 2,000 Tech 1,000 

Art 1,000 Franklin 1,000 Jyi-Lih 2,000 Post 3,000 Terry 2,000 

Banker 1,000 Food 1,000 Land 1,000 Schooling 3,000 Truck 2,000 

Bueno 1,000 Gas 2,000 Lawyer 3,000 Service 3,000 Trust 1,000 

Brain 1,000 Genial 1,000 Life 5,000 Seven 1,000 Victor 10,000 

Canon 1,000 Glue 5,000 Lion 1,000 Shi-Lo 5,000 Wireless 90,000 

Carbon 4,000 Golf 1,000 Mark 1,000 Silk 5,000 Wealth 1,000 

Care 2,000 Green 2,000 Max 3,000 Skin 1,000 Wine 6,000 

Charles 5,000 Infinity 1,000 Michael 5,000 Smile 2,000 Young 1,000 

Construction 2,000 James 3,000 Money 1,000 Steven 1,000   

※7/ 12全面歡喜應收款為 NT$247,000元※未出席社友每位 I.O.U.N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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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名 
出席人數：59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9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rain,Duke,Family,Seven 

二、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蔡志明 地區總監 花連吉安社 本 社 

楊朝傑 地區祕書 花連吉安社 本 社 

劉天祥 地區公共關 

係長 
三峽社 本 社 

潘雅惠 區媒體委 

員會主委 
新莊菁美社 本 社 

張玉梅 助理總監 板橋中區社 本 社 

賴鴻興 地區副祕書 板橋西區社 本 社 

C.P.Maggie 新北市和平社 本 社 

游美玲 女士 地區總監夫人 本 社 

官月珍 女士 地區秘書夫人 本 社 

趙如玉 女士 Wireless 社長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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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麗珍 女士 PP Archi 夫人 本 社 

程麗淑 女士 PP Lucky 夫人 本 社 

王美齡 女士 PP James 夫人 本 社 

張佩珊 女士 
Michael 社長當選人

夫人 
本 社 

王綺慧 女士 Stone 祕書夫人 本 社 

曾雅鈴 女士 Jamie 聯誼夫人 本 社 

一般捐款 

Kai 生日快樂 1,000 

蔡志明 歡喜來訪 5,000 

合計  NT$6,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Carbon 7/12 生日快樂 1,000 

Art 7/15 生日快樂 1,000 

Infinity 7/1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Mark 7/1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4,000 

 

 

 

 

 

 

 

 

 

 

 

 

 

 
 
 

板橋扶青團 2018-19 年度幹部交接 
暨 OB 典禮 

時間：107 年 7 月 22 日(星期日) 
下午 1：30 註冊 2：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 511 簡報室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161 號五樓)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第⼀次社⻑秘書聯誼會 
時間：107 年 7 月 27 日(星期五) 下午 4：00 
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 2 號)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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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81 次例會 

                        107 年 07 月 26 日 

●新社友曾金川 Construction 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