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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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202015151515----2020202016161616 年總監年總監年總監年總監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 D.G.PolishD.G.PolishD.G.PolishD.G.Polish 簡簡簡簡介介介介    

                 所 屬 社：鶯歌扶輪社    職業分類：拋光砂輪製造業 

                 現    職：三省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出生年月：民國 39 年 4 月 8 日  夫人姓名：張美媛 Mei-Yuan 

                 通訊地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育樂街 49 號 

                 電    話：(02) 2670-7475  傳    真：(02) 2679-6565 

                 行動電話：0988-341-000   E-mail：tm9393@gmail.com 
【扶輪社經歷】： 
2003-2004  社長 
【地區經歷】： 
2004-2005  高科技推廣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  防震消防委員會主委 
2007-2008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G.S.E)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W.C.S. )主委、地區擴展委員會委員、 

團體研究交換小組(G.S.E)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第四分區助理總監、總監特別代表、地區國際年會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2010-2011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地區青年就業輔導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委員、出訪加拿大 7010 地區 G.S.E 團長 
2013-2014  總監提名人 
2014-2015  總監當選人、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03-2004  R.I.社長獎、地區特優社長獎、永久基金捐獻人 
2007-2008  保羅.哈理斯基金之友 
2009-2010  R.I.扶輪義工獎、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 1 顆) 

地區服務貢獻獎、地區擴展貢獻獎 
2011-2012  R.I.扶輪基金服務獎、R.I.五大服務獎 
2012-2013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 2 顆） 
2013-2014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 
2014-2015  R.I.扶輪基金巨額捐獻人（第 3 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參與國際會議】： 
2003-2004  新加坡地帶研習會、大阪世界年會  
2004-2005  芝加哥世界年會      
2005-2006  哥本哈根、馬爾摩世界年會 
2006-2007  鹽湖城世界年會      
2007-2008  洛杉磯世界年會 
2008-2009  伯明罕世界年會   
2009-2010  台北地帶研習會、蒙特婁世界年會 
2010-2011  紐奧良世界年會 
2011-2012  曼谷世界年會、第三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京都) 
2012-2013  里斯本世界年會 
2013-2014  台北地帶研習會、第四屆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大會(台北)、 
           雪梨世界年會 
2014-2015  沙巴地帶研習會 
【參與國際接待】： 
2004  接待加拿大 G.S.E.團員  
2005  接待巴西 Y.E.P.團員 
2006  接待澳洲 G.S.E.團長    
2007  接待日本交換學生 
2009  接待日本 G.S.E 團員     
2013  出訪加拿大 G.S.E.團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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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12012015555----2016201620162016年年年年祕書長褚勝川祕書長褚勝川祕書長褚勝川祕書長褚勝川 D.S.Kenma D.S.Kenma D.S.Kenma D.S.Kenma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姓    名：褚勝川          社    名：Kenma 
               所 屬 社：鶯歌扶輪社      入社日期：90 年 9 月 26 日 
               職業分類：研磨材料業      現  職：博衍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出生年月日：48 年 2 月 1 日 夫人姓名：張美厲 
               通訊地址：239 新北市鶯歌區尖山埔路１０７號 
               電    話：（02）2679-5450  傳    真：（02）2678-2848 
               行動電話：0937-005450 
【扶輪社經歷】： 
2001-2001 會計 
2002-2003 理事、節目主委 
2003-2004 理事、副秘書、聯誼主委 
2004-2005 理事、副秘書、職業服務主持理事 
2005-2006 理事、秘書 
2006-2007 理事、節目委員會主委、聯誼委員會副主委 
2007-2008 理事、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理事、社長當選人、扶輪行政管理委員會主持理事、社務服務委員 
           會主委、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社長、理事 
2010-2011 理事、獎學金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主委、高爾夫球聯誼委員主 
      委 
2011-2012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出席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兄弟社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青年服務團主委 
2013-2014 理事、出席委員會主委、社刊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扶輪    
           義工委員會主委、顧問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理事、副會計、糾察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委員、顧問委員會委員、

扶輪青少年服務團委員會委員、前受獎人委員會委員 
【地區經歷】： 
2010-2011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 委員 
2011-2012 巨額捐獻小組委員會 委員 
2012-2013 地區社員委員會 委員 
2013-2014 地區災難救濟委員會 委員 
2014-2015 地區職業認識及發展委員會 委員 
2015-2016 地區秘書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349034903490 地地地地區區區區 2015201520152015----16161616 年年年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LawyA.G.LawyA.G.LawyA.G.Lawyerererer 簡介簡介簡介簡介    

                姓    名：凌見臣       社    名：Laweyr 
                所 屬 社：三峽扶輪社   職業分類：律師 
                出生日期：55年09月21日 服務單位：廣理法律事務所 
                職    稱：合夥律師      
                地    址：台北市大安區復興南路1段245號15樓之1 
                電    話：(02)2705-8577 傳    真：(02)2702-6885 
                E - mail：alex.law21@msa.hinet.net  行動電話：0932-123714    

扶輪經歷 地區扶輪經歷 
年  度 職    務 年  度 職    務 

2001-2002 年度 節目主委 2011-2012 年度 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
2002-2003 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 2012-2013 年度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理事、秘書 2013-2014 年度 地區法治教育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年度 理事、職業服務主委 2014-2015 年度 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6-2007 年度 理事、社刊主委   
2007-2008 年度 理事、糾察主委   
2008-2009 年度 理事、社務服務主委   
2009-2010 年度 社長   
2010-2011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2011-2012 年度 理事、顧問主委   
2012-2013 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13-2014 年度 理事、基金主委   
2014-2015 年度 理事、社員發展主委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13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72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randing、 
Chef、Civil、David、Machine、 
Manpower、Media、Michael、Page、 
Pin Jer、Ricky、Sam、Service、 
Stanless、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Paul、Roman、Jimmy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Banker、Blower、Chiang Ji、Ray、 
Fir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阮聖豪       2014-15 RYE Outbound 
     劉書宏       2014-15 RYE Outbound 
     蔡宛穎       2014-15 RYE Outbound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Bank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Julice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黃竑哲 先生     All Line 社友 
     張永康 先生     All Line 社友 
     黃英峰 先生       Land社長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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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59595958888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2014-15 年度歸國 RYE 
Outbound 學生 阮聖豪、劉書宏、蔡宛穎；接下來歡迎蒞臨貴賓：D.V.S.Amy、三
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土城山櫻社 Bank社友、Julice 社友、吉澤建設開發
(股)公司 黃竑哲執行副總、維庭市內設計有限公司 張永康設計總監、超峰家具館 
黃英峰負責人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Branding社友夫人劉玉梅小姐、Designer社友夫人洪美繁小姐、Chef

社友夫人林杜素琴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Camera 社友與吳玫諭夫人結婚 16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 
� 秘書報告由本社 Life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0,000
元！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        新新新新        血血血血        輪輪輪輪        加加加加        入入入入 

 

姓名：黃英峰 現職：超峰家居館 經理 
社名：Rick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 2-3 號 
生日：62.11.11 電話：7723-0001 
夫人姓名：張靚潔 結婚日期：92.11.06 

 

介紹人：Land 社長 職業分類：家具業 
姓名：張永康 現職：派蔚室內設計 設計總監 
社名：Jeff 地址：台北市大同區迪化街一段 247 號 
生日：63.12.22 電話：2550-8218 
夫人姓名：洪玲秀 結婚日期：94.12.10 

 

介紹人：All Line 社友 職業分類：室內設計 
姓名：吳玉麟 現職：玉昌工程有限公司 
社名：Marble 地址：三重區富福街 116 號 1樓 
生日：55.12.07 電話：2988-1686 
職業分類：大理石工材工程業 

 

介紹人：All Line 社友 
姓名：黃竑哲 現職：吉澤建設開發(股)公司 
社名：Jerry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161 號 5樓 
生日：64.08.24 電話：2720-1587 
職業分類：建設開發業 

 

介紹人：All Line 社友 

本週節目~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公式訪問行程： 
AM10:30~11:00 迎接總監伉儷團隊 
AM11:00~11:30 總監與社長、社長提 
              名人、秘書會晤 
AM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總監 
              團隊與五大主委會晤 
AM12:10~13:00 餐敘 
PM13:00~14:00 例會、總監專題演講 
◎ 相關人員請準時出席！ 
           

下週節目 
日期：8月27日(星期四) 
講師：王成志院長 
講題：為什麼刷牙會流血? 
 

社區服務-捐贈耕心蓮苑教育基

金會課輔班 
時間：8月20日(星期四)PM 3:30 
地點：新北市三重區萬全街 15 號 
停車地點：光榮國中 
     (新北市三重區介壽路 26 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社區服務~大豹溪淨溪暨優良志

工表揚活動 
時間：8月23日(星期日) 
地點：大板根森林温泉渡假村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活動流程： 
09:00～09:50 與會人員報到 
09:50～10:00 介紹參加單位與貴賓 
10:00～10:45 簡報 
10:45～11:40 假日防溺勤務示範 
11:40～12:20 捐贈及優良志工表揚 
12:20～14:00 聯誼餐會 
09:00～17:00 大豹溪救生站淨溪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