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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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012012011111----2012012012012222 年總年總年總年總監監監監蕭慶淋蕭慶淋蕭慶淋蕭慶淋 D.G.AndyD.G.AndyD.G.AndyD.G.Andy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職業分類：電子零件製造     出生年月日：1954.12.02 
                    所屬社：宜蘭西區社         入社日期：1984.8.16(創社社長) 
                    夫 人：李惠娥女士          學 歷：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服務機構：艾歐股份有限公司 職 稱：董事長 
                    通 訊 處：263宜蘭縣員山鄉坡城路 53之 5號 
                    電 話：（03）9233808       傳 真：（03）9233800 
                   宜蘭西區扶輪社經歷 ： 

                    1984-1985 創社社員、理事、創社社長                     1985-1986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6-1987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1987-1988 四大考驗主委                     1988-1989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9-1990 扶輪知識主委 1990-1991 台北信義社關係主委 (1990.8.1 海外投資退社) 2000-2001 聯誼主委(2000.7.1 重新入社) 2001-2002 理事、新店社關係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 理事、節目主委、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03-2004 理事、聯誼主委、新店社關係主委、公關主委 2004-2005 理事、信義社關係主委、職業服務主委、社長當選人 2005-2006 理事、社長 2006-2007 理事、GSE 主委、高爾夫主委 2007-2008 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2008-2009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理事、GSE 主委 2010-2011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    1987-1988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世界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消除貧窮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 地區休閒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地區擴展及增加社員研習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團體研究交換小姐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 總監提名人、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10-2011 總監當選人 
獎章及扶輪受獎的榮譽事項： 1985~1986 PHF 新捐獻人 2004~2005 PHF 1 顆藍寶石 2005~2006 PHF 2 顆藍寶石、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 1 萬元            RI 社長獎、101 分社長獎、籌辦地區年會有功獎(第十六屆地區年會接待委員會主委) 2006~2007 PHF 3 顆藍寶石 2007~2008 PHF 4 顆藍寶石 
2008~2009 巨額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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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120112011----2012201220122012 年年年年祕書長李貴發祕書長李貴發祕書長李貴發祕書長李貴發 D.S. G.M.D.S. G.M.D.S. G.M.D.S. G.M.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姓    名：李貴發          扶輪暱稱：G. M.                        出生日期：34年 11 月 1 日  現任職務：寶星 KTV 酒店負責人         夫人：江秀蘭              夫人出生日期：40 年 3 月 15 日        結婚紀念日：61 年 4 月 4 日  住址：礁溪鄉仁愛路 51 號                電話：（03）9880348         傳真：（03）9888851                行動電話：0952-886673 

礁溪扶輪社經歷 ： 1990 年 11 月 23 日入社，介紹人：許重雄（Crown）前社長 1991~1992 助理糾察、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 1992~1993 理事、糾察長、友好社關係委員會委員 1993~1994 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聯誼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 1994~1995 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聯誼委員會委員、增加社員委員會委員 1995~1996 理事、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1996~1997 理事長、社長 1997~1998 理事、聯誼委員會主委、膳食委員會委員 1998~1999 理事、社會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9~2000 高爾夫球委員會委員、聯誼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候補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增加社員委員會主委、健 康活動委員會委員、友好社慶典委員會委員、服務夥伴委員會委員 2002~2003 理事、國際年會計劃委員會主委、環境保護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理事、公關委員會主委、職業成就獎委員會主委、節目委員會委員、慶祝百週 年紀念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當然理事、秘書、社員擴展委員會主委、增加社員委員會主委、慶祝百週年紀 念社區服務計劃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理事長、社長 2006~2007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職業分類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理事、高爾夫球主委、膳食主委 2009~2010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膳食主委 2010~2011 理事、聯誼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膳食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地區扶輪經歷：：：：    2002~2003 第 3490 地區地區年會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09~2010 宜蘭縣第一、二分區地區副秘書、第 3490 地區台灣地圖計劃委員會主 委、地區年會委員會委員。 2010~2011 第 3490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秘書 獎章及扶輪受獎的榮譽事項： 1992-1993 捐獻保羅．哈里斯 U.S.＄1000 1994-1995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貳萬元 1995-1996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貳萬元 1996-1997 捐獻保羅．哈里斯 U.S.＄1000 2002-2003 捐獻保羅．哈里斯（指定根除小兒麻痺）U.S.＄1000 2005-2006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新台幣壹萬元 2008-2009 參加 2008 年台北扶輪研習會 2009-2010 參加 2009 年菲律賓馬尼拉扶輪研習會 2010-2011 參加 2010 年曼谷扶輪地帶研習會 
國際扶輪第 3490 地區 2011-2012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姓    名：廖晉寬       社    名：Test                   所 屬 社：三峽扶輪社    職業分類：電子裝置製造                   出生日期：45年03月22日  服務單位：鴻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職    稱：總經理                   地    址：桃園縣龜山鄉民生北路一段40-2號3樓之1                   電    話：(03)355-1668  傳    真：(03)346-4003                   E - mail：jacky.liao@attec.com.tw                   三峽扶輪社經歷 ：                   2000.06.02.入社      2001~2002 年度：理事、職業服務主委                   2002~2003 年度：糾察  2003~2004 年度：出席副主委 2004~2005 年度：社務服務主委           2005~2006 年度：社長 2006~2007 年度：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7~2008 年度：理事、顧問主委。 2008~2009 年度：理事、聯誼主委  2009~2010 年度：理事、社區服務主委、青少年交換主委 2010~2011 年度：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5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44 名        
   出席人數:…………36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 3 名                     

    出 席 率:…………9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NC、Lan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C.E.Foundation、Jeff、Manpower、 
Civil、Woo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呂桔誠 部長          本社 
     Banker 秘書      板橋北區扶輪社 
     陳美雀 小姐          本社 
     蘇睿信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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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77775151515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前財政部 呂桔誠部長、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板橋

北區扶輪社 Banker 秘書、陳美雀小姐、蘇睿信先生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Adoah 社友夫人林心潔小姐，祝福您青春美麗、生日快樂！ 

2. 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3,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Valve 4,000 2. C.P.Yico 2,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Case 1,000 
5. 祕書 Accountant 1,000 6. 社長提名人 Paul 2,000 
7. 社友 Andy 1,000 8. 社友 Archi 1,000 

小計：13,000 元 

承上期：117,600 元 
 
 
 
 
 
 
 
 
 
 
 

本週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日期：8 月 30 日(星期二) 

行程：AM 8:30~9:00 歡迎總監蒞臨 

      AM 9:00~9:30 社長、祕書會晤 

      AM 9:30~10:10 社務行政會議 

      PM 12:00~2:00 聯合例會 

例會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下週節目~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中秋月

光晚會 爐邊會暨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期：9 月 8 日(星期四) 

講師：阮慕華 先生  

講題：人生逆轉勝-富足的日子真好 

程序：PM 5:30 註冊 聯誼 

      PM 6:00 例會開始 

      PM 7:20 餐敘 卡拉 OK 之夜 

近期社區服務活動 

一一一一、、、、    捐助安溪國中清寒學生捐助安溪國中清寒學生捐助安溪國中清寒學生捐助安溪國中清寒學生 

日期：9 月 2 日(星期五) AM9:00 

地點：安溪國中(三峽區大同路 135 號) 

二二二二、、、、    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捐血活動    

日期：9 月 7 日(星期三)  

時間：AM9:00~AM9:30 集合 

      AM9:30~PM5:00 捐血活動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三三三三、、、、    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職員表揚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職員表揚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職員表揚捐贈板橋火車站暨優良職員表揚    

日期：9 月 8 日(星期四) PM2:00 

地點：板橋火車站大門口集合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祝福您生日快樂 

Andy 社友夫人 

廖淑惠小姐(64.08.29) 

LED 社友夫人 

張榮慧小姐(56.09.04) 

新北市二四七分區 

聯合高爾夫球賽 

日期：9 月 19 日(星期一) 

時間：AM 11:00 報到 

地點：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

路 168 號 

費用：報名費 500 元 

      擊球費 2,500 元 

  (來賓可參加但不記分) 

報名截止日：9 月 9 日 

※請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3490 地區 2011-12 年

度扶輪青年領袖獎訓

練營(RYLA)活動 
日期：11 月 12-13 日 

地點：香格里拉冬山河渡

假飯店(宜蘭縣五結鄉協

和中路 13巷 15 號) 

報名截止日：9 月 15 日 

參加對象：18~30歲優秀青

年、社友(5000 元/人)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推薦

適合人選參加※ 

3490 地區 2011-12 年

度扶輪基金研習會 
日期：9 月 3 日(星期六) 

時間：PM 1:00 註冊聯誼 

      PM 1:30 開會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人文

大樓八樓演講廳(板橋區

文化路一段 313 號) 

出席人員：社長 Valve、秘

書 Accountant、扶輪基金

主委P.P.Case、社友 Steve 

敬請準時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