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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陳汪全 D.G.Paul 

夫    人：李素蓁 Salina 

所 屬 社：三重三陽扶輪社 

職業分類：土地開發 
現    職：寶石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mail：paulwc@ms5.hinet.net 
 

1997年11月26日 加入三重三陽扶輪社成為創
社社友 

2010-2011 理事、社⾧、提名委員 
2013-2014 助理總監  
2015-2016 社員發展主委  
2017-2018 理事、扶輪基金常任主委  
2018-2019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9-2020 永久基金委員會主委  
2020-2021 2022-2023年度總監提名人  
2021-2022 總監當選人 

2011-2012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關懷弱勢團體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助理總監、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諮詢

顧問、愛的輪轉音樂會委員會副主任
委員  

2014-2015 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扶輪社區
服務團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保羅哈理斯協會小組委員會主
委  

2016-2017 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地區扶輪日推廣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END POLIO NOW 推廣委員會委員 
2019-2020 年度地區扶輪義工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地區總監提名人、世界年會志工委員

會 HOC 協調人 
2021-2022 地區總監當選人、第 9 地帶研習會

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扶輪領導學院
推廣委員會、地區獎助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 

2010-2011~2019-2020   
連續 10 年向三重區公所及交通局
爭取三重立體停車場設置公共形象
看板-宣揚扶輪公共形象和社會大
眾分享扶輪  

2018-2019 世界社區服務(WCS)印度西孟加拉
邦加爾各答市 BMC 小學興建工程及
扶輪眼科醫院手術設備捐贈 2 萬元
整  

2019-2020 世界社區服務(WCS)緬甸甘妮小學
興建工程捐贈 2 萬元整 

1998-1999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1-200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2-2003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8-2009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09-2010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0-2011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2-2013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3-2014 巨額捐獻人 
2014-2015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5-2016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6-2017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7-2018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8-2019 保羅哈理斯捐獻 1,000 元  
2019-2020 保羅哈理斯捐獻 51,818 元  
2020-2021 保羅哈理斯捐獻 11,000 元  
2021-2022  羅哈理斯捐獻 10,000 元



 

 

 
 
 

 
 

姓    名：林忠文 D.S.Banker 

所 屬 社：三重三陽扶輪社 

職業分類：商業銀行 

現    職：老闆的辦公室/F.B.I.顧問團隊 主持人 

 

1997年10月30日 加入三重三陽扶輪社成為創

社社友 

1998-1999 理事、副社⾧、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
提名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理事、社⾧當選人、提名委員會主委  

2000-2001 理事、社⾧、提名委員會委員  

1997-1998 保羅·哈里斯之友  

1999-2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0-200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11-2012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19-202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姓    名：廖桂嶸 A.G.Dental 

夫    人：周雪華 

所 屬 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齒科醫 

現    職：廖牙科診所 院⾧ 

E-mail：ZonLiao@gmail.com

1984年05月18日 加入板橋北區扶輪社成為創

社社友 
2003-2004 社⾧當選人、理事、雜誌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社⾧ 

1987-1988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02-2003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04-2005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05-2006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2-2013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3-2014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5-2016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6-2017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7-2018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0 美元 

2018-2019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1997-1998 永久基金捐獻人 

2020-2021 個人捐款 10,000 元 
2021-2022 個人捐款 10,000 元 
 



 

 

 
 

 

姓    名：林傳傑 D.V.S.Michael 

夫    人：張佩珊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職業分類：房地產 

現    職：惠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E-mail：michael94168@yahoo.com.tw 

 

2017-2018 理事、副社⾧、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
委、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員會委員、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持主委、高岡姊妹

社委員會副主委 
2018-2019 理事、社⾧當選人、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持主委、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員

會委員、高岡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服務夥伴委員會-衛星扶輪社主委 

2019-2020 社⾧、理事、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委

員會副主委、高岡姊妹社委員會副主
委 

2020-2021 理事、單車聯誼委員會副主委、板橋

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監察人、板橋
扶輪社發展策略委員會委員、顧問委

員會委員、高岡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2021-2022 理事、單車聯誼委員會主委、板橋扶
輪社發展策略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

會副主委、高岡姊妹社委員會副主委、

永久基金委員會委員 

2020-2021  

2021-2022 地區扶輪知識規章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00-2001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00 元 

2018-2019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9-2020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0,000 元 
 

洪學樑 前總監(22.07.13)P.D.G.Carb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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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授證 55 週年紀念暨 56 屆社⾧職員

就職典禮下午 5 點 30 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三樓圓滿廳舉行。典禮尚未開始之前社友們陸

續抵達，給予 55 屆社⾧ Charles 及 56 屆社⾧

Service 鼓勵及恭喜。 

55 屆社⾧ Charles 鳴鐘開會。 

司儀 Schooling 及 Stone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主持聯誼活動。 

D.G.Paul 致詞 

慶典主委 P.D.G.Victor 致詞。 

55 屆社⾧ Charles 致詞。 

I.P.D.G.Wood 致詞。 

I.P.D.G.Wood 頒贈扶輪基金及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捐獻人獎章。 

卸任社⾧ Charles 頒贈 55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Service 社⾧代表致贈卸任社⾧ Charles 紀念

品。 

P.P.Lucky 介紹新任社⾧ Service。 

二分區 A.G.Dental 為 Service 社⾧佩帶社⾧職

章。 

社⾧ Service 致詞。 

介紹 2022-2023 年度職員並㇐㇐配帶職務帶。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 Charlie 致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 I.P.P.Rebecca Hsu 代表

致詞。 

新社友 Jake 入社宣誓。 

社⾧當選人 Brain 致謝詞。 

Service 社⾧鳴鐘閉會。 

卸任社⾧ Charles 頒贈 55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Wine、Nick 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板橋社獎學金主委 P.P.Lucky 頒贈 2021-2022

年度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捐款績優獎。 

Lin、Alan 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國暘開發有限公司 蕭輔國先生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2021-22 年度 社⾧呂家華 

2022-23 年度 社⾧徐淑惠 

板橋北區扶輪社 社⾧劉晁至暨全體社友 

捌仟元 台北西區社 

陸仟元 新竹科園扶輪社 

參仟元 台北西北區社、陳汪全地區總監 

板橋扶輪社前社友邱冠舜 

貳仟伍佰元 三重扶輪社 

貳仟元 張  信前總監、陳昱森總監當選人、 

陳建勳總監提名人 

壹仟元 郭道明前總監、黃文龍前總監 

2021-22 年度江品諺助理總監、 

2022-23 年度廖桂嶸助理總監、 

2021-22 年度黃木發地區副祕書、 

2022-23 年度林傳傑地區副祕書、 

2022-23 年度林秉宸地區副祕書、 

2019-20 年度地區祕書⾧涂豐川 

新北國際網路扶輪社金保福創社社⾧、 

新北市豐彩扶輪社張芳榛創社社⾧

 

板橋扶輪社授證 55 週年紀念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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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第授證 55 週年紀念暨

56 屆社⾧職員就職典禮圓滿成功，合十感恩大

家！ 

板橋扶輪社  

2021-22 年度社⾧ 汪忠平 

2022-23 年度社⾧ 詹智民 敬謝 



 

 

台北西區社：翁嘉立社⾧、陳由臻 前社⾧ 

陳伯嘉社⾧當選人、蔡茂隆祕書 
台北西北區社：林象忠社友 

三  重  社：胡振德社⾧、張  信前總監 

陳麒引秘書 
新竹科園社：楊進坤前社⾧、賴郁成前社⾧、 

許瑾蕎前社⾧、朱國維社友伉儷 

板橋北區社：劉晁至社⾧、廖桂嶸助理總監、 
王晛光祕書、黃木發前社⾧、 

鄭明煌前社⾧、林集達前社⾧、 

部政翰社友 
板橋東區社：郭道明前總監、黃文龍前總監、 

徐明偉前社⾧、吳晉福社⾧、 

陳世君秘書、許家榮社友 
板橋南區社：許誌宏社⾧、吳俊德前社⾧、 

官彦均前社⾧、崔朝陽社⾧提名人、

賴英弘社友 
板橋西區社：吳瑞興社⾧、許世奇秘書、 

黃瑞桐前社⾧、葉木圡前社⾧、 

郭聰興社友、王嘉慶社友 
板橋中區社：吳育玲社⾧、王玉芬前社⾧、 

羅美珠祕書 

板橋群英社：李易軒社⾧、陳明理創社社⾧、 
陳冠婷前社⾧、盧永濬祕書、 

陳承希社友 

新北光暉社：陳宏志社⾧、趙書宏前社⾧、 
方建興祕書 

樹  林  社：廖志宏社⾧、陳昱森總監當選人、 

蔡元泉前社⾧、施清雅秘書、 
陳俊民社友 

樹林芳園社：許瑋珊社⾧、鄭麗芬前社⾧、 

許梅蝶秘書、張美雲社友 
大 漢 溪 社：蘇文郁社⾧提名人、陳俊卿社友、

江俊臣社友 

新北市和平社：羅淑玲前社⾧、李俞屏秘書、 

鄒濤濤社友 

北大光榮社：藍國琛社⾧、張敏傑前社⾧、 

劉合浩社友 
新北國際網路社：郭展維社⾧、金保福創社社⾧、

吳忠雄秘書 

新北世界社：黃博民社⾧、林均謙秘書、 
黃俊霖社友 

土  城  社：林  談前社⾧、楊建興秘書、 

朱國樑社友、陳惠卿社友 
土城山櫻社：江品諺前社⾧ 

新北城星社：林秉宸地區副祕書、 

張家銘創社社⾧ 
三重三陽社：陳汪全總監伉儷 

林  口  社：陳建勳總監提名人 

永  和  社：夏雋皓社⾧、鄭忠全前社⾧、 
陳穎重秘書、黃靖恩社友 

新北市豐彩扶輪社：張芳榛創社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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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1 年 7 月 9 日(星期六)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15 樓嵐悦廳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參加人員：Service 社⾧、D.V.S.Michael、 

P.P.Terry、P.P.Gas、P.P.Life、 

I.P.P.Charles、Mark 祕書、Tiger、

Steven 



 

 

 

AG Dental 為新任社⾧ Service 邀請 P.P.Lucky 介紹 新任社⾧ Service 代表贈送 

配帶社⾧職章 新任社⾧ Service 卸任社⾧ Charles 紀念品 

  
新社友 Jake 宣誓入社 

  

 



 

 

第 2886 次例會 
( 七 月 ㇐ 日 )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7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出席人數：71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30,500 

就職禮金-應收款(IOU) 11,000 

累  計 NT$41,500 

㇐般捐款(IOU) 

Joe 7/3  1,000 

Lucky 7/5  1,000 

Care 7/3  1,000 

Vincent 7/5  1,000 

Miller 7/6  1,000 

  NT$5,000 
 
 
 
 
 

 
 
 
 
 
 
 
 
 

 
 
 
 時間：111 年 7 月 17 日(星期日)  

上午 11：00 註冊 11：30 開會 

地點：板橋晶宴會館-府中誠品 8 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段 46 號 8 樓) 

~ ~ 

時間：1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80 號 3 樓) 

第㇐次爐主： 

詹智民 賴正時 林福安 張立昇 洪國恒 黃軒凱 
薛銘鴻 辜久雄 洪學樑 阮良雄 汪俊男 陳嘉彬 

林當隆 張煥章 徐維志 鄭錦玉 陳文彬 王俊凱 

賴宏榮 程萬全 林正豪 周炳宏 

~爐主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8：30 報到 9：3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人員：Service 社⾧、Mark 祕書、 

P.P.Miller、P.P.Wireless、Banker、

Money、Trust、Jet 

時間：111 年 7 月 24 日(星期日)  

中午 11：00 報到 11：3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4 樓艋舺廳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參加人員：Service 社⾧、D.V.S.Michael、 

P.P.Terry、P.P.Gas、I.P.P.Charles、 

Mark 祕書、Tiger、Alex、Bank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