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黃錦雄Lloyds   / 社⻑當選⼈:許慶賢 Jeff     / 秘書:陳仲捷 Tan    / 會計:⽩成業 White

節⽬:黃聖諺Ichilong      /  聯誼:蔡能欽 Cool        / 糾察:林冠宇 Fred      / 社刊:陳錫泉 Georgia

辦事處: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段137號5樓  /    TEL:2368-3596 /  Fax:23683597

E-mail: yhe.adsl@msa.hinet.net                            http://www.rotary-yhe.org.tw

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1 期 第1180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7月5日(星期二)

1.7月12日(二)1181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行政會議：報告2022-23
    年度工作計畫

2.7月19日(二)1182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3.7月26日(二)1183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社務討論會

4.2022-23年度第一次爐邊會
  時間：7月30日(六)18: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F
  ◎社長作東，敬請全體社友、
    夫人準時出席。

  

   
   

 
  

 

    
   

   

 

 

         第24、25屆社⻑交接暨職員就職典禮 

【 上週出席統計  】

~~~~~~~~~~~~~~~~~~~~~~~~~~

~~~~~~~~~~~~~~~~~~~~~~~~~~~~~~~~~~~~~~~~~~~~~~~~~~~~~~~~~

                
111年6月28日 第1179次例會(出席率:87 %)
社員: 31人  出 席: 23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1 人  
未出席社友:
Cool、Diamond、Hummer、Panel。

~~~~~~~~~~~~~~~~~~~~~~~~~~

社⻑致詞

     歡迎 總監Wendy、AG.Jason、VAG.
Kevin，各社同學親臨指導。

     感謝各位PP，社友前輩們的信任及
支持，給我及秘書 Tan 與整個幹部團隊
能服務大家的機會。

     往後我們會竭盡所能，努力做到最
好，也希望在座各位多多監督指導。

     當敲響第一聲鐘聲時，提醒我們25
屆團隊未來一年的責任，服務各位社友
，關懷社會有需要的人，發揮扶輪人的
精神。
     榮耀永東，光耀扶輪!

          第25屆社長  黃錦雄Lloyds

本⽉⽣⽇快樂

Ray 副社長           7/16
吳明青 Jeff夫人      7/16
鄧惠宜 Hummer夫人   7/19
林麗香 Lawrence夫人 7/21  

2022-23年度地區DEI扶輪⽇

時間：7月9日(六)13:00 ~20:00 
地點：華山1914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華山劇場"舉行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社長請喝下午茶，歡迎社友、寶眷踴躍
  參加。 
~~~~~~~~~~~~~~~~~~~~~~~~~~

程序表 節⽬：黃聖諺Ichilong   聯誼：蔡能欽Cool

18:00 註冊 ; 聯誼 

18:20 扶輪歌唱 全體社友

 台北永東扶輪社社歌

歡迎區總監、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18:30 鳴鐘開會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18:31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聯誼: 蔡能欽Cool 

18:34 主席致詞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18:39 頒發年度出席百分百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18:42 頒發保羅哈⾥斯捐獻⼈紀念品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18:45 頒發中華扶輪教育基⾦捐獻⼈紀念品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18:48 致贈理事、職員紀念品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致贈資深社友紀念品

致贈⼯作績優紀念品

致贈秘書紀念品

19:00 新、舊任社⻑交接 2021-22社⻑: 宋明超FrankSung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監交⼈致詞  監交⼈: ⽩成業 White

致贈卸任社⻑禮物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19:10 新任社⻑致詞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19:15 總監致詞 2022-23地區總監: 邱文麗Wendy

19:20 介紹新團隊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19:25 頒發理事、職員聘書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19:30 鳴鐘閉會 2022-23社⻑: 黃錦雄Lloyds

⼤合照、餐敘、慶⽣會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

社長：黃錦雄 P.Lloyds
年齡：  72
入社日期：105.07.01
職業分類：聲學
服務單位：佳業聲學室內
           裝修有限公司
           聲學總監
夫人姓名：黃屯鴻
結婚紀念：101.04.27

祕書：陳仲捷 S.Tan
年齡： 45
入社日期：107.03.17
職業分類：中古車買賣
服務單位：銓富汽車國
           際有限公司
           負責人
夫人姓名：魏敏芝
結婚紀念： 97.09.19

2022-23年度社⻑、秘書、理事職員簡介

 顧問主委
  宋明超

聯誼主委
 蔡能欽
 

社區主委
 黃信豪
  

  社長當選人
    許慶賢
   

 社務行政主委
    蔡瑞富
  

社員發展主委
   柯金水  

職業主委
 蔡松源
  

國際主委
 簡志煌
  

公共關係主委
   薛松雨    

青少年主委
   湯皓智   

扶輪基金主委
   姜幸麟

節目主委
 黃聖諺
  

 糾 察
 林冠宇
 

出席主委
  姚通吉
 

  會 計
 白成業

2022-2023年度扶輪基⾦捐贈⼈

★永久基金 ★保羅哈里斯之友

許慶賢PE.Jeff 蔡能欽Cool 黃屯鴻

黃錦雄 P.Lloyds

P.Lloyds夫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姜幸麟 簡志煌 Jacky陳仲捷 S.Tan

~~~~~~~~~~~~~~~~~~~~~~~~~~~~~~~~~~~~~~~~~~~~~~~~~~~~~~~~~

2022-23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台北創新網路社

邱文麗 DG Wendy

扶輪經歷

2022-23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

2022-23 國際扶輪3481地區總監當選⼈

2020-22 台⽇國際扶輪親善會執⾏⻑

2020-21 台北國際年會友誼之家執⾏⻑

2021       台北地區創社社⻑聯誼會會⻑

2020-21 國際姊妹地區委員會主委

2019-20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8-19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7-18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主委

2017-18 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執⾏⻑

2016-17 第⼗⼀分區助理總監

2016-17 社⻑當選⼈訓練會(PETS)主委

2015-16 總監⽉刊 主委

2014-15 台北創新網路扶輪社社⻑

2013-14 台北創新網路扶輪社創社社⻑

2013-14 翡翠衛星扶輪社創社主席

1999-20 翡翠扶青團創團團⻑

國際會議出席經歷

2021-22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新加坡) 

2021-22 ⾺尼拉RI社⻑會議

2021-22 休⼠頓國際年會 

2020-21 台北國際年會

2019-20 夏威夷國際年會

2018-19 韓國D3610地區年會

2015-16 第五屆台⽇親善交流會

2015-16 國際扶輪韓國⾸爾年會

2015-16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尼拉) 

2014-15 扶輪地帶亞太研習會(沙巴) 

2014-15 國際扶輪巴⻄聖保羅年會

2014-15 國際扶輪2700地區地區年會

扶輪基⾦捐獻
Arch C. Klumph Society Member(AKS) 

Major Donor 鉅額捐獻 Level 2

保羅哈⾥斯捐獻 PHF+8

實英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梵天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私立東吳⼤學 ⽇文系

新北市私立崇光女⼦

⾼級中學 傑出校友

IPP.FrankSung PE.Jeff VP.Ray Diamond Archi PP.White

PP.Fred Ichilong Cool

 理 事
陳錫泉

PP.Georgia

 理 事
周佑民
PP.Steve

各委員會主委

PP.Stainless Jacky PP.Lawyer Tom PP.Computer Art 

 PP.Computer 宋明超IPP.Frank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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