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349034903490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年年年年總監賴正時總監賴正時總監賴正時總監賴正時 D.G.E. VictorD.G.E. VictorD.G.E. VictorD.G.E. Victor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姓    名：賴正時 Victor       夫人姓名：曾緇鳩 
               生    日：1950 年 10 月 11 日    籍    貫：台北市 
               學    歷：台北市立高商畢業    職業分類：石油製品銷售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現    任：匯弘石油化學(股)公司董事長 全國加油站(股)公司董事
長             地    址：樹林市樹林工業區樹潭街 12 號 
               電    話：(02) 2684-3966      傳    真：(02) 2684-1933 
               E– mail ：victor@onewayoil.com 
 

社團經歷 ： 台灣省礦油公會理事、台北縣礦油公會理事長、板橋國小家長會長、明德技術學院家長會長 
板橋扶輪社經歷 ： 1979 年 7 月 6 日加入板橋扶輪社 1980-1981 年度 職業分類主委、社會服務委員 1981-1982 年度 理事、出席委員、聯誼委員、社會服務委員、國際服務委員、世界社會服務主委 1982-1983 年度 會計、出席委員、聯誼委員、嗎啦汶姊妹社組員 1983-1984 年度 理事、秘書、增加社員委員 1984-1985 年度 社員委員會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 1985-1986 年度 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1986-1987 年度 理事、聯誼委員、青少年服務主委、二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87-1988 年度 聯誼委員、扶輪雜誌委員、青少年服務委員 1988-1989 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青少年服務主委 1989-1990 年度 扶輪雜誌委員、社會安全服務委員 1990-1991 年度 聯誼委員、職業服務委員 1991-1992 年度 理事、第二副社長、社會服務主委、廿五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92-1993 年度 第一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 1993-1994 年度 社長 1994-1995 年度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1995-1996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姊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年度 聯誼委員會主委、擴展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1997-1998 年度 顧問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 委員會永久委員、國際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年度 扶輪雜誌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02-2003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年度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年度  四十週年授證慶典工作委員會執行長、社員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永久基金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年度  年度捐獻委員會主委、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社員發展委員會委員、扶輪家庭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 1994-1995 年度  健康活動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年度  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地區秘書長 2004-2005 年度  扶輪大使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地區重大事功獎甄選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年度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 年度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年度  2010-11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危機處理小組副召集人 2008-2009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人、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年度  地區總監當選人、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受獎的榮譽事項： 1.於 2007 年加入 3490 地區保羅哈里斯會員 2.於 2003-04 年度為巨額捐獻人 3.捐獻 2008-09 年度保羅哈理斯之友，至今捐獻金額為美金 22,000 元 4.分別於 2004-05 年度及 2006-07 年度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冠名獎學金-賴來鉗   紀念獎學金 40 萬元  5.捐獻 2008-09 年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永久基金 10 萬元，至今於基金會捐獻金額為   新台幣 63 萬元 6.捐獻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 26 萬元 

 

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    台灣省台北市優良商人獎、捐贈台北縣消防局救護車 2 輛、成立明德技術學院清寒獎學金  
國際扶輪第 3490 地區 2010-2011 年度地區秘書長簡介 

                姓    名：盧政治 Silk 
                出生年月日：1937.11.01 
                夫人芳名：盧陳素香 
                職業分類：絹絲製造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地    址：板橋市忠孝路 87 號 
                電    話：2961-5506     
                傳    真：2952-0309 
板橋扶輪社經歷 ： 1980.04.24  入社 1981-1982 扶輪雜誌委員、社會服務委員、世界社會服務主委 1982-1983 理事、聯誼委員、增加社員委員、青少年服務委員、菲律賓嗎拉汶姊妹社組員 1983-1984 理事、聯誼主委、增加社員委員、青少年服務委員、姊妹社關係組員 1984-1985 理事、出席主委、職業分類委員、聯誼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節目委員 1985-1986 會計、助理秘書、出席委員、青少年委員會委員 1986-1987 秘書、青少年服務委員、二十週年慶典籌備委員 1987-1988 理事、職業服務主委 1988-1989 聯誼委員、社會服務副主委 1989-1990 社會服務副主持理事、國際服務委員 1990-1991 助理秘書、青少年服務委員 1991-1992 社刊委員、聯誼委員 1992-1993 理事、節目委員、世界社會服務委員 1993-1994 秘書、聯誼委員 1994-1995 理事、聯誼委員、社會服務主委理事 1995-1996 理事、第一副社長、社務服務主持理事、聯誼委員、扶輪基金委員 1996-1997 社長 1997-1998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文 獻委員會委員、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委員 1999-2000 理事、顧問委員會主委、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聯誼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1-2002 顧問委員會委員、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2-2003 顧問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3-2004  顧問委員會委員、姊妹社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4-2005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擴展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理事、顧問委員會委員、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 員 2006-2007  顧問委員會委員、社刊雜誌委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 員會永久委員 2007-2008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職業分類委員會委員、永久基金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 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8-2009  獎學金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 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永久委員 2009-2010  理事、公共關係委員會主持主委、公共關係推展委員會主持、節目委員會委員、顧問委 員會委員、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委員、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 委員會永久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 ： 1997-1998  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地區扶輪基金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地區財務長 2004-2005  地區資深人力開發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基金捐獻勸募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地區扶輪幼年服務團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地區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馬尼拉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受獎的榮譽事項： 保羅哈里斯之友獎章(P.H.F)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捐獻人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1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33 名        

   出席人數:…………24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1 名                     

    出 席 率:…………96.9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oist、Paul、LED                                 

三、免計出席人數                                      

Mold                                                                                    

四、補出席社友                                C.E.Foundation、Hardware、Land、 Insuranc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黃建銘先生          本社 

     游朝安 總經理        本社 

     吳聰海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4 卷第 12 期   中華民國 99 年 9 月 30 日出刊 
    

 
本週節目~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9 月 30 日(星期四) 
訪問行程： 
AM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祕書、 
              社長當選人會晤 
AM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 
(出席人員：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及 
           五大委員會主委) 
AM12:10~14:00 例會、總監專題演講 
※ 請五大主委與社友夫人於上午 11

時前到社館迎接總監團隊蒞臨!! 
 

下週例會 
日期：10 月 7 日(星期四) 

講師：活出你要的成功和人生 

講題：吳德淳 老師 

社區服務~贊助金城盃路跑活動經費 

                                                                                              社長：陳水生 Building  秘書：蔡木春 Spring  糾察主委：李富湧 Lawyer 社刊主委： 蔡清泉 Plastics  
2010201020102010----2011201120112011 年度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活動報名開跑囉！！年度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活動報名開跑囉！！年度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活動報名開跑囉！！年度秋季旅遊暨職業參觀活動報名開跑囉！！    

日期：10 月 23、24 日(星期六 日) 

行程：Day1~上午 6:30 出發→台中秀傳醫院→午餐→建大輪胎→住宿:台中兆品酒店 

            →逢甲商圈自由行 

      Day2~上午 9:00 出發→九族文化村→午餐→漫遊九族文化村+纜車賞日月潭 

            風光→桃米社區紙教堂參觀→晚餐→回溫暖的家 

住宿費用：兩人房一大床 2,500 元，四人房兩大床 3,500 元 

※為提供優質的住宿，請社友們於 9 月底前報名完成，感謝您！※ 

訃訃訃訃                    告告告告    

  本社前社長 何仁傑之父何雲坊，慟於 99 年 7 月 21 日辭世，將擇於

10月 11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中和市中山路三段 63巷 1號喪宅舉行公

祭，敬請各位社友撥誠參加(懇辭一切奠儀)。 

 

國際扶輪第 3490 地區 2010-2011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姓名：邱顯貴 Manpower 
                入社日期：1997 年 06 月 26 日 
                出生日期：1946 年 02 月 03 日 
                職業分類：人力仲介 
                現職：富力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住址：土城市金城路二段 265 號 2 樓 
                電話：02-2273-5073     傳真：02-2273-5097 
土城中央扶輪社經歷 ：  ★1997-98 年度 創設社友  ★1998-99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年度 理事、職業服務委員會主緯  ★2000-2001 年度 理事  ★2001-2002 年度 社長當選人、人類發展委員會主委  ★2002-2003 年度 社長  ★2003-2004 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職業發展委員會主委、扶輪百周年計劃委員會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顧問主委  ★2005-2006 年度 公關委員會主委、職業認識委員會主委、扶輪家庭保護委員會主委  ★2006-2007 年度 扶輪之友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年度 人類發展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年度 人類發展委員會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   ★3490 地區 2006-2007 年度：水資源維謢宣導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3490 地區 2009-2010 年度：團體研究交換小組委員會副主委 

P.P.PVC(41.10.01) 

祝福您生日快樂 

P.P.Ball   鄭月娥夫人 

(66.10.02) 

祝福您們結婚 33 週年快樂 

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土城市節能盃善息寺自行車挑戰賽    

日期：10 月 10 日(星期日) 

挑戰組：浮州橋下(起點)→自行車步 

  道→土城工業區天橋→龍泉路→善 

  息寺(終點)路線共計 12 公里，限時 

  1.5 小時。 

健康組：自行車步道(土城與板橋交界 

  之浮洲橋下←→三峽橫溪公園)共 

  計 16 公里，不限時數。 

報名費用：200 元。 

◎歡迎社友與寶眷們踴躍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