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社服務經歷 
2010    加入三重東區社  
2011-12 扶輪基金主委、理事 
2012-13 行政管理主委、理事 
2013-14 行政管理主委、理事 
2014-15 社長、成立三東湧蓮扶青團 

2015-16 職業服務主委、理事 
2016-17 扶輪基金主委、理事 
2017-18 服務計畫主委、理事 
2018-19 社刊主委、理事 
2019-20 理事 

地區服務經歷 
2015-16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印度團團長/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委   
        員英語簡報召集人/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義診醫師/地區年會醫療組長  

/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第 8屆多地區年會報告人 
2016-17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副主委 
        &Inbound 協調人/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義診醫師/地區職業訓練團隊 
        委員會團長/地區年會貴賓接待組副主委/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扶輪領 
        導學院 35期/地區講習會引導人/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主講人 
2017-18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主委/地區講習會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年保 
        護委員會主委/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義診醫師/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 
        會保護官/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2020-2021年度總監指定提名人 DGND/ 
        新北市金荷社新社顧問/多倫多世界年會友誼之家台灣館財務長/多倫多世 
        界年會亞洲早餐會共同主持人 
2018-19地區扶輪領導學院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年保護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 
        年交換委員會保護官/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顧問/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 
        會顧問/2020-2021年度總監提名人 DGN/地區根除小兒麻痺公益單車環島勇 
        士夫妻/扶輪領導學院教員訓練 7期 
2019-20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地域研習會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根除小兒麻痺 
        公益單車環島勇士夫妻/2019-2020年度總監當選人 DGE 

國際出訪與接待 
2015-16 RFE印度團(D3020) 
2016-17 VTT菲律賓(D3830)/RFE印度(D3020 & D3132)/ RFE韓國(D3750)/ RFE 
        加拿大(D7010) 

獎章、捐獻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10    保羅哈里斯之友一千美元 

2011-12 保羅哈里斯三千美元 

2012-13 保羅哈里斯二千美元 

2013-14 保羅哈里斯一千美元/WCS越南貧童矯治一萬台幣                                   

2014-15 巨額捐獻第 2級/WCS外蒙古兩千美元 
2015-16 巨額捐獻/地區超我服務獎/WCS緬甸兩千美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0-2021 年度地區秘書長簡介 
 
 
 
 
 
 
 

扶輪經歷: 
2011-12 職業認識委員會副主委/扶輪友誼促進委員會主委/ 

平面媒體委員會主委/職誼委員會副主委 
2012-13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副主委/運動委員會副主委 
2013-14 人類發展委員會副主委/職業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廣播媒體促進委員會主委 
2014-15 運動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5-16 社長當選人/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16-17 三重東區社社長/理事 
2017-18 職業主委/理事/高爾夫球副主委 
2018-19 新北市第一分區地區副秘書/旅遊主委/理事/高爾夫球副主委 
2019-20 公共形象主委/理事/高爾夫球主委 

國際扶輪 3490地區 2020-2021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簡介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0-2021 年度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簡介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0-2021 年度總監簡介 
 姓    名 : 陳向緯 D.G Brian  
夫    人 : 陳采鈴 Aimee 
所 屬 社 : 三重東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 腎臟內科專科醫師    
學    歷 : 中國醫藥大學 
夫人學歷 : 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現    職 : 仁馨洗腎診所負責人 
通訊地址 :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一號 5樓 
電    話 : 02-2989-0808 
傳    真 : 02-2989-9063 
手    機 : 0928-260-780  
E-mail:ri3490.gov2021@gmail.com  

          

2016-17 AKS Member,Trustees Circle/地區卓 
        越貢獻獎/WCS 菲律賓組合屋兩千美元 
2017-18 中華扶輪榮譽董事/巨額捐獻/WCS柬 
        埔寨五佰美元/地區卓越貢獎  
2018-19 中華扶輪冠名博士獎學金二十萬元/巨 
        額捐獻/WCS印度一萬美元 
2019-20 巨額捐獻/中華扶輪會冠名碩士三十萬元/   

WCS柬埔寨四萬元/全球獎助金一萬美元 

姓    名 : 戴政隆 House 
所 屬 社 : 三重東區扶輪社 
入社時間 : 2010-11-18 
行動電話 : 0935-075-228 
公司電話 : 2970-3477 
公司傳真 : 2970-3445 
夫人姓名 : 李昭青 
公司地址 : 新北市三重區仁化街 2號 
職業分類 : 不動產經紀業 
現    職 : 永宜不動產有限公司店經理 
E-mail   : suc.a168@gmail.com 
 
 

中文姓名:林國財 Archi  
職業分類:建築師  
服務機構:林國財建築師事務所  
公司電話: (02)8262-7272  
公司傳真: (02)8262-1302  
行動電話:0936-109-805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二段 80巷 4弄 3號 1樓           
夫    人:楊晴晴  
E-Mail  :lkt.archi@msa.hinet.net 

中文姓名:陳家驊 Anthany 

職業分類:水塔、工業桶槽製造商 
服務機構:尖峰水塔有限公司、兆晉農業科技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3-301-1180 
公司傳真:03-301-1020 
行動電話:0934-139-507 
地    址:桃園市桃園區永安路 1468巷 172-10號 
夫    人:黃曉晴 Angel 
E-Mail   :anthany@gmail.com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2016-17 PHF一千美元/ 

        WCS菲律賓扶輪屋 

一千美元/中華扶 

輪較育基金捐獻 

一萬元 

2017-18 PHF一千美元/ 

        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捐獻一萬元/ 

2018-19 PHF一千美元/ 

        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捐獻一萬元 

2019-20慢性腎臟病篩檢 

一千美元/緬甸 

甘尼小學興建 

工程兩萬元 

District 3490 

國際會議參與 
2014-15 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2015-16 地區年會(D3750韓國、D3020印度) 

2016-17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10B地帶研習會(曼谷)  

2017-18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10B地帶研習會 

        (台北)、地區年會(D3750韓國)、阿奇･柯藍 

        夫會入會式(芝加哥) 

2018-19德國漢堡世界年會、10B地帶研習會與 GNTS 

        會前會(印尼)、地區年會(D2510日本、 

        D3750韓國) 

2019-20地區年會(D2510日本)、9地域研習會與 

        GETS會前會(菲律賓)、IA 國際講習會 

        (美國聖地牙哥) 

 

mailto:ri3490.gov2021@gmail.com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30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59 名    
出席人數:……………… 35 名    
出國人數: ……………… 0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 3 名    
缺席人數:……………… 20 名    
出 席 率:………….……66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Auto、Andy、CK 
Barcode、Bill、Banker、Civil、 

    Connector、Ginseng、House、 
    Importer、Jerry、Jaysjinnet、 

Jimmy、Look、Ocean、Printer、 
Tim 

三、 免計出席 
      Hoist  
四、 補出席: 

CNC、Chiang-Ji、Paul 
五、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劉朝瀚 博士         講    師 
Amy 社長        土城山櫻扶輪社 
Cara 秘書        土城山櫻扶輪社 
P.E.Susan        土城山櫻扶輪社 
I.P.P.Joan         土城山櫻扶輪社 
Vivian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Angel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Grace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Jojo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Eco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River 伉儷        中和東區扶輪社 
廖大昌 經理     上海銀行土城分行  
李孟軒 律師      杰立法律事務所  
紀順耀 總經理   凱毅工業有限公司 
林經凱 總經理 融振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蔡肇璧 博士      DFP 領袖學院  
鄭坤文 董事長 新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 24 卷第 6 期   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6 日出刊 

第 1216次例會~歡迎土城山櫻社蒞臨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Green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Ra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 劉朝瀚 博士，接下來歡

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社長 Amy、S.Cara、P.E.Susan、I.P.P.Joan、社友 Vivian、Angel、

Grace、Jojo、Eco、中和東區扶輪社社友 River 伉儷，接著歡迎蒞臨貴賓上海銀行

土城分行 廖大昌 經理、杰立法律事務所 李孟軒 律師、凱毅工業有限公司 紀順耀 

總經理、融振金屬企業有限公司 林經凱 總經理、DFP 領袖學院 蔡肇璧 博士、新

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鄭坤文 董事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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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Quba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3,6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Green 3,000 2. C.P.Yico 6,6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PVC  1,000 5. P.P. Ball 1,000 6. P.P.Case 1,000 

7. P.P.Thermo 1,000 8. P.P.Building 1,000 9. P.P. Valve 1,000 

10. P.P.Spring 1,000 11. P.P. Designer 1,000 12. I.P.P. Trading 1,000 

13. P.E. Andy 1,000 14. 秘書 Quba 1,000 15.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6. 社友 HPO 2,000 17. 社友 Human 1,000 18. 社友 Importer 1,000 

19. 社友 Ironman 1,000 20. 社友 Jason 1,000 21. 社友 James 1,000 

22. 社友 Lucky 1,000 23. 社友 Paper 1,000 24. 社友 Ray 1,000 

25. 社友 Risen 1,000 26.      

小計：33,600 元 

承上期：187,510 元 

日 期：8 月 6 日(星期四) 

講 師：D.G.Brian 

講 題：總監專題演講 

11:00~11:30 總監與社長、 

             社長當選人、秘書會晤 

11:30~12:10 社務行政會議 

12:10~13:00 餐敍 

13:00~14:00 例會、專題演講 

●會後前往 Quba 秘書公司，舉行第七分區 

  公共形象暨 C.P. Amy 誓師參選總監大會!! 

 

 

 

 

 

 

 

 

 

日 期:109 年 8 月 7 日(星期五)下午 6:00 報到  

地 點:海霸王-海山店 

爐 主：劉昭利、李清崑、江顯皎、李富湧、 

     江謝瑞、葉吉原、蕭錫座、陳威達、羅木、 

     呂理論、蘇清海、侯文觀 敬邀 

★合併第 1218 次 8 月 13 日(四)例會，不開會 

 
                                                                                       社長：劉昭利 Green 秘書：蔡政道 Quba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陳以信 Connector 

本週節目★總監公式訪問★ 

 

新北市第七分區公共形象看板 

第一次爐邊會暨歡慶父親節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