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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9-2020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扶輪社經歷： 
1998 年 3 月 5 日加入五工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1997-1998 社區服務主委、世界服務副主委、 
          人類發展委員、社刊委員 
1998-1999 社區服務主委、世界服務副主委、 
          人類發展委員、社刊委員 
1999-2000 會計、青少年活動主委、社區發展副 
          主委、服務夥伴委員、世界服務委員            
2000-2001 理事、社會服務主委、國際服務委員 
          、公共關係副主委 
2001-2002 社長當選人、助理會計、社刊主委、 
          出席副主委、運動副主委、聯誼委員 
2002-2003 社長、理事 
2003-2004 職業服務主委、理事、扶輪家庭副 
          主委、顧問委員、青少年活動委員、 
          服務夥伴委員、扶輪百週年委員 
2004-2005 扶輪基金主委、青少年活動副主委、 
          社區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05-2006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服務夥伴委員、 
          顧問委員 
2006-20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 
2007-2008 理事、職業成就主委、扶輪家庭副 

主委聯誼委員、出席委員、社員暨社 
          員擴展委員  
2008-2009 社區發展主委、社員暨社員擴展委員 
          公共關係委員、顧問委員 
2009-2010 世界服務主委、社區服務委員、消除 
          小兒麻痺委員、顧問委員、社務服務 
          委員、聯誼委員 
2010-2011 扶輪基金副主委、社區發展委員、 
          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1-2012 理事、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職業成 
          就委員、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委員、 
          顧問委員、社務服務委員 
2012-2013 職業服務副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3-2014 社區服務主委、登山委員、 
          社務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4-2015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扶 
          輪基金委員、顧問委員 
2015-2016 理事、職業認識主委、社區發展 
          委員、世界服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6-2017 職業分類主委、社員暨社員發展 
          委員、顧問委員 
2017-2018 顧問委員、國際服務委員、 
          友社關係委員 
2018-2019 顧問主委、友社關係委員、世界服務 
          委員 

參與國際會議: 
2002-2003  馬來西亞 RI 社長親善會議 
2003-2004  日本大阪世界年會 
2004-2005  美國芝加哥世界年會 
2013-2014  澳洲雪梨世界年會 
2014-2015  巴西世界年會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9-2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0-2001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02-2003 2 顆永久基金捐獻 
2003-2004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4-2005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5-2006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06-2007 巨額捐獻、超我服務獎 
2007-2008 保羅哈里斯之友、超我服務獎 
2008-2009 巨額捐獻 
2009-2010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0-2011 巨額捐獻 
2011-2012 保羅哈里斯之友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9-2020年度地區秘書長簡介 
所 屬 社： 五工扶輪社 
夫人姓名： 張美錤 
職業分類： 穀物 
現    職： 信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 桃園縣龜山鄉茶專路 19 號 
電    話： (03)350-1188    
傳    真： (03)350-1187 
行動電話： 0936-979-833 

                                 E – mail ： tuwillian@yahoo.com.tw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所 屬 社： 土城中央扶輪社 

夫人姓名： 楊玉盞 

職業分類： 建築業 

現    職： 森聯國際(股)公司 

通訊地址： 板橋區民權路 202 巷 8 弄 5-2 號 

電    話： (02)2968-3566  

行動電話： 0936-110-459 

E – mail ：a0936110459@gmail.com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19-2020年度新北市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簡介 
所 屬 社： 土城山櫻扶輪社 
職業分類： 醫用氣體製造藥廠、 
           乾冰各類氣體生產廠 
現    職： 信華氣體(股)公司、 
           聯達工業氣體(股)公司  
通訊地址：桃園市龜山區東萬壽路 689號 
電    話： (03)350-2288#868  
傳    真： (03)350-2366 
行動電話： 0910-229-090 
E – mail ： yuh@sh-gas.com.tw 

 

地區扶輪經歷： 
2004-2005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扶輪寶眷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 
           地區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 
           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地區年會執行長副主委 
2008-2009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主委 
2011-2012  小兒麻痺等疾病計畫小組 
           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地區團隊訓練委員會主委、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主委 
2015-2016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主委 
2016-2017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主委、2019-2020 年度 
           總監提名人 
2017-2018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扶輪出版暨 
           網路資訊協會常務理事、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 
           員會主委、2019-2020 年度 
           總監提名人 
2018-2019 總監當選人、地區地帶研習會 
          推廣主委 
社團經歷： 
新北市消防局五工消防分隊顧問團團長             
新北市產經跨業交流會會長             
新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會長            
台北縣廠商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新北市廠商發展促進會理事長             
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北區榮譽主委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新北市工業會常務理事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顧問    
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 
 

2015-2016  韓國首爾世界年會 
2016-2017  亞特蘭大世界年會 
2017-2018  多倫多世界年會 
2018       印尼日惹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8-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2012-2013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3-2014 保羅哈里斯之友 
2014-2015 保羅哈里斯之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永久基金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5-2016 保羅哈里斯之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6-2017 AKS 會員、巨額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7-2018 巨額捐獻 
2018-2019 巨額捐獻 
 

所 屬 社： 五工扶輪社 
夫人姓名： 廖麗玉 Brenda 
職業分類： 音響製造 
現    職： 燕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 248 新北市新北產業園區五權六路 44 號 
電    話： 02-2299-3656    
傳    真： 02-2299-0129 
行動電話： 0910-036-631 
E - mail： ri3490.gov1920@gmail.com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4 名    

   出席人數:…………49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9 名    

     出 席 率:…………86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Barcode、Bill、Braht、Civil、 

Fire、Jerry、Look、Ray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anker、Ginseng、Jason、Jimmy、 

Steve 

四、 免計出席 

Hoist 

五、 補出席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C.P. Amy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P.P. May        三重南區扶輪社 

     Serena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Apple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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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64次例會~第一次爐邊會暨歡慶父親節活動 
◆ 下午六點三十分時整，由社長 Trad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ak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友社社友地區台韓國際親善委員會

主委 C.P. Amy、三重南區扶輪扶輪社 P.P. May、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ena、Apple 以及
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Importer 社友、P.P.Valve 夫人郭淑珍女士、Paper 社友夫人吳寶蓮女士，  
           祝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3. 慶祝父親節：社友 Arch 父親楊爸爸、社友 Quba 父親蔡爸爸以及各位為人父的社友 
             們，祝福您們父親節快樂！ 

 秘書報告由 James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本週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日 期:8 月 8 日(星期四) 

講 師:D.G. Audio 

講 題:總監專題演講 

上午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 

社長當選人、秘書會晤 

上午 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 

上午 12:10~13:00 餐敍 

下午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下週節目 
日 期:8 月 15 日(星期四) 

講 師:楊世凡 

講 題:生活要紓壓，人生會減壓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會 

                                                                                        社長：周弘章 Trading  秘書：蔡舜賢 James  糾察主委：張立群 Steve  社刊主委：蔡東樺 Human 

捐贈桃園少年之家 
日期：8月9日(星期五) 下午3:00 

地點: 桃園市金門二街191號 

出席人員: 

社長 周弘章伉儷、秘書 蔡舜賢、 

前社長 許松祥、社友 張立群、社友 侯文觀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捐贈鶯歌家扶中心 
日期：8月16日(星期五) 上午10:00 

地點: 鶯歌區國慶街115巷22號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與!! 

訪問母社土城扶輪社 
日期：8月14日(星期三) 中午12:20 

地點:土城社館(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正式服裝 

名額10位，歡迎各位社友踴躍接龍報名!! 

捐贈紅十字會水安隊假日防溺勤

務觀摩及志工表揚活動 

日期：8月18日(星期日) 上午9:30 

地點: 三峽區插角里80號 

★參加此活動社友，請穿橘色運動衫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