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地區總監簡介
姓
名：黃文龍(Wood)
所 屬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夫人姓名：簡家秀(Chia-Hsiu)
職業分類：裝潢合板進口銷售
現
職：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電
話：(02)5591-1291
傳
真：(02)5591-1091
District 3490
行動電話：0935-673-866
通訊地址：23660 新北市土城區中山路 10 號
E - Mail：ri3490.gov2122@gmail.com

扶輪基金會貢獻(西元)
98-99 巨額捐獻、永久基金
99-00 保羅哈理斯
07-08 保羅哈理斯
11-12 保羅哈理斯、永久基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2-13 保羅哈理斯、永久基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扶輪基金會貢獻(西元)

1993-94 台北世界年會/ 2018-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2019-20 菲律賓地帶研習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地區秘書長簡介
姓
名：劉紹榮
社
名：Alex
所 屬 社：板橋扶輪社
入社日期：1998/12/3
職業分類：電子零件
現任公司：亞式(股)公司
職
務：總經理
夫人芳名：賴麗雲 女士
行動電話 : 0932-928-061

扶輪社服務經歷(西元)

88-89 青少年委員會主委、職業分類委員 04-05 顧問委員、職業認識委員
89-90 聯誼委員、職業服務委員
05-06 顧問委員、職業發展委員、職業成就獎
90-91 社員主委、社會服務委員
主委、國際青少年計劃委員
91-92 雜誌委員
06-07 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雜誌委員
92-93 公共關係主委、高爾夫聯誼委員
07-08 職業分類委員、顧問委員、雜誌主委
93-94 環保會委員
08-09 理事、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公共
94-95 服務夥伴主委、聯誼活動委員
關係主委、顧問委員
95-96 服務夥伴委員
09-10 職業分類主委、顧問委員
96-97 世界聯誼活動委員、人類發展委員 10-11 理事、社長當選人、顧問委員、扶輪知
97-98 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
識委員、行政管理主委
98-99 社長、愛心基金主委
11-12 理事、社長
99-00 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世界聯誼委員、12-13 理事、顧問主委
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13-14 顧問委員、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00-01 顧問委員、高爾夫球委員
14-15 顧問委員、環境保護委員
01-02 社員主委、顧問委員、職業認識委員、15-16 顧問委員、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環境保護委員
16-17 扶輪知識主委、顧問委員、馬來西亞姊
02-03 職業分類委員、顧問委員、職業發展
妹社服務主委
委員、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17-18 理事、顧問委員、扶輪基金主委
03-04 扶輪義工委員、世界聯誼主委、馬來 18-19 顧問委員、馬來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西亞姊妹社服務主委
19-20 顧問委員、獎助金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西元)

98-99 年會主辦社社長
12-13 職業分類委員、地區扶輪子女表彰委員
03-04 社務委員會委員
13-14 新世代委員
04-05 扶輪少年服務團委員
14-15 EREY100%推動委員、地區聯誼活動委員
05-06 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
15-16 主講者人才庫副主委
06-07 預防愛滋等疾病醫學副主委
16-17 災難救濟委員
07-08 保健委員
17-18 例會節目委員
08-09 公共關係委員
18-19 扶輪子女表彰委員
09-10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地區主講人才庫委員
10-11 擴展委員
19-20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主委
11-12 水管理委員
20-21 總監當選人、第 9 地帶研習會推廣主委

社團經歷

現任：
台灣區木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黃氏宗親聯合總會副理事長
新北市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常務理事
新北市宜蘭同鄉會副理事長
曾任：
中華民國木材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灣省木材商業同業公會聯合會理事長
台北縣黃氏宗親會理事長

13-14 EREY
14-15 ERE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5-16 EREY
16-17 EREY
17-18 保羅哈理斯、EREY、永久基金、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8-19 巨額捐獻人、ERE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19-20 巨額捐獻人、ERE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博士班冠名
獎學金
20-21 巨額捐獻人、EREY、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
21-22 承諾成為 AKS 會員

台北縣木材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台北青年企業研究社社長
五股工業區廠商聯誼會常務監事召集人
台灣銀髮族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台北市 777 銀髮族協會理事長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理事
中華民國資深青商會總會長
國際同濟會台灣總會北二區主席
國際獅子會 300B2 區總監

扶輪經歷(西元)
1998 年 12 月 3 日 入社
99-00 出席委員
00-01 出席委員
01-02 助理會計、出席主委、聯誼委員、
教育基金委員、
02-03 會計、聯誼委員、職業輔導委員、
教育基金永久委員
03-04 扶輪家庭主委、職業發展主委、教育
基金永久委員、姊妹社公共關係委員
04-05 教育基金永久委員、扶輪基金委員
05-06 助理祕書、職業成就委員、教育基金
永久委員、扶輪基金委員
06-07 教育基金會永久委員、扶輪家庭委
員、職業服務主委
07-08 聯誼活動委員、教育基金永久委員、
社區服務主委、永久基金委員
08-09 教育基金永久委員、扶輪家庭委員、
09-10 助理祕書、教育基金副總幹事、永久
委員、扶輪家庭主委
10-11 祕書、教育基金總幹事、永久委員、
社長提名副主委、職業分類委員、社
員發展委員
11-12 教育基金永久委員、社員委員會主
委、社員發展委員會第一組服務組
長、國際服務委員

地區扶輪經歷(西元)

扶輪基金會貢獻(西元)

99-00 中華 2 萬元/美金 1 仟元
05-06 中華 1 萬元
17-18 中華 21 萬/
07-08 美金 1 仟元
美金 1 仟元
10-11 中華 1 萬
18-19 中華 15 萬
12-13 中華 20 萬
19-20 中華 15 萬
20-21 中華 15 萬
13-14 中華 20 萬
14-15 中華 40 萬/美金 1 仟元
15-16 中華 20 萬，榮任中華教育基金
榮譽董事
16-17 中華 15 萬
12-13 副社長、行政管理副主委、教育基金
永久委員、社長提名委員、服務計劃
主委、服務夥伴主委
13-14 社長當選人、行政管理主委、教育基
金永久委員、發展策略委員、社區服
務委員
14-15 社長、理事、教育基金永久委員、發
展策略副主委
15-16 教育基金監察人及永久委員、發展策
略委員、顧問委員、永久基金副主委
16-17 教育基金主委及永久委員、發展策略
委員、顧問副主委、國際服務副主委、
職業服務委員、年度捐獻主委、獎助
金副主委
17-18 教育基金主委及永久委員、顧問主
委、國際服務主委、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主委、獎助金主委
18-19 教育基金主委及永久委員、顧問委
員、公共關係推展委員
19-20 聯誼活動委員、教育基金主委及永久
委員、社員發展委員、顧問會委員
20-21 教育基金永久委員、顧問委員、永久
基金委員、根除小兒麻痺
等疾病委員

15-16 媒體社群網站副主委
16-17 中華扶輪教育副祕書長、團隊訓練主委、中華扶輪教育副主委
17-18 中華扶輪教育副祕書長、捐贈基金小組主委
18-19 中華扶輪教育副祕書長、中華扶輪教育主委
19-20 中華扶輪教育副祕書長、中華扶輪教育諮詢委員、主講人才庫會委員
20-21 識字教育委員
21-22 地區秘書長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 卷第 11 期

10 月 14 日

本週節目

一、 出席報告

新北市第七分區總監公式訪問
暨聯合例會 圓滿成功

社 員 人 數:……………… 62 名
出 席 人 數:………………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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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名
出
席
率:………….……55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ll、Banker、Bill、Builder Sam、
Bruno、Chiang JI、CK、Chef、
CNC、Gama、Ginseng、Henry、
HPO、Human、Ironman、Jason、
Jerry、Jimmy、Johnson、Look、
Manpower、Ocean、Page、Paul、
Quba、Spark、Thermo、Water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無
四、免計出席
Hoist
五、補出席:
Camera、Connector、Valv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
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唐雲明 博士
講
師
Susan 社長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社社友及寶眷
本
社

日

期：10 月 20 日(星期三)

時

間：下午 3：30 丈量西裝
下午 4：00 註冊

地

點：土城雲林鵝肉城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 216 號)

主講者：3490 地區總監 黃文龍 D.G. Wood

第 1279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Andy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J.Li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講師：唐雲明 博士，接下來歡迎友

社社友蒞臨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長 Susan 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Auto 社友、Printer 社友、Ironman 社友、Jason 社友、Quba 社友夫

人林淑芳女士，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CNC 與夫人曾如蘋、HPO 社友與夫人黃寶蓮，祝福您們結婚週年
快樂！
◆ 秘書報告由本社 Tim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Lucky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6,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Andy

3,000

2

C.P.Yico

2,000

3

P.P.Spring

1,000

4

P.P.Trading

1,000

5

秘書 Tim

1,000

6

社友 Auto

2,000

7

社友 James

1,000

8

社友 J.Li

1,000

9

社友 Lucky

1,000

10

社友 Printer

2,000

11

社友 Steve

1,000

★本活動合併 10 月 21 日(星期四)第 1280 次
例會舉行，週四不開會!

下週節目
日

期：10 月 28 日(星期四)

講

師：創社社長 秦嘉鴻 C.P. Yico

講

題：國內本土新冠疫情對產業影響

土城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第十五屆
授證交接典禮暨頒發清寒獎助金
日

期：10 月 29 日(星期五)

時

間：上午 10:00

地

點：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閱覽室
(土城區永寧路 18 號)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0 日出刊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小計：16,000 元
承上期：396,600 元

祝福您~生日快樂
Alumi 社友(10.22)
Ginseng 社友(10.22)
Chef 社友(10.22)
P.P.Case 夫人方玉雪女士(10.22)
Ironman 社友夫人邱秋對女士(10.26)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Alumi 社友與夫人顏淑如
結婚 34 週年快樂

~~~~~~~歡迎大家熱情參與~~~~~~~
社長：林建宏 Andy 秘書：林礽熹 Tim 糾察主委：羅 木 Lucky 社刊主委：呂理論 Prin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