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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    名：張秋海 Audio 

夫    人：廖麗玉 Brenda 

所 屬 社：五工扶輪社 
職業分類：音響製造 

現    職：燕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 董事⾧ 

E-mail：liao_liyu@yahoo.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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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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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涂豐川 Willaim 

夫    人：張美錤 

所 屬 社：五工扶輪社 

職業分類：穀物 

現    職：信芳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E-mail：tuwillian@yahoo.com.tw 

 

1998 年 3 月 5 日加入五工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1997-1998 理事、聯誼主委、職業服務委員 
1998-1999 理事、聯誼主委、職業服務委員 
1999-2000 社區發展主委、聯誼副主委、友社關

係委員、出席委員、社會服務委員 
2000-2001 會計、出席副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聯誼委員 
2001-2002 理事、社會服務主委、助理會計、人

類發展委員、社區發展委員 
2002-2003 糾察、聯誼委員、環保委員、友社關

係委員、消除小兒麻痺委員 
2003-2004 助理秘書、出席主委、社區發展委員、

網際網路委員 
2004-2005 助理會計、社區發展主委、扶輪家庭

副主委、社務服務委員、聯誼委員 
2005-2006 理事、社⾧當選人、社務服務主委 
2006-2007 社⾧、理事⾧ 
2007-2008 理事、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職業服

務主委、社區服務委員、世界服務委
員、顧問委員 

2008-2009 扶輪家庭主委、世界服務委員、顧問
委員、社務服務委員 

2009-2010 理事、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社區服
務委員、顧問委員 

2010-2011 顧問主委、職業分類委員、人類發展
委員、社區發展委員、公共關係委員 

2011-2012 理事、服務計畫副主委、扶輪基金委
員、顧問委員 

2012-2013 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主委、世界服務
委員、顧問委員、聯誼委員 

2013-2014 新世代委員、顧問委員、國際服務委
員、出席委員 

2014-2015 國際服務副主委、職業成就委員、姊
妹社及友好社關係委員、顧問委員 

2015-2016 新北市第九分區助理總監 
2016-2017 理事、社員暨社員發展副主委、顧問

委員、出席委員 
2017-2018 顧問委員、社區發展副主委、社員暨

社員發展委員、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
委員、國際服務委員 

2018-2019 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副主委、顧問主
委 

2007-2008 地區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
員 

2008-2009 地區保健及防飢委員會委員 
2009-2010 地區社員委員會副主委 
2010-2011 巨額捐獻委員會委員 
2011-2012 地區聯誼活動委員會委員 
2012-2013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13-2014 千年計劃捐獻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4-2015 地區識字教育委員會委員 
2015-2016 地區刊物編輯委員會編輯委員、地區

世界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地區扶輪公益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偏鄉教育推廣委員會委員 
2018-2019 地區捐贈基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姓    名：陳明理 Ali 

夫    人：陳  媛 Tiffany 

所 屬 社：板橋群英社 

職業分類：紡織布料貿易 

現    職：喬其貿易有限公司 負責人 

E-mail：ali@coralsea168.com.tw 

 

2009年12月8日 加入台北延平扶輪社 
2010年12月16日 加入板橋扶輪社 
2011年3月9日  板橋群英扶輪社 創社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主委 
2013-2014年度 理事 
2014-2015年度 理事 
2015-2016年度 理事、節目委員會主委 
2016-2017年度 理事 
2017-2018年度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主委 

 
 
 

 

姓    名：陳柏壽 Norman 

夫    人：周銘秋 Ming 

所 屬 社：新北光暉扶輪社 

職業分類：室內設計 

現    職：恆岳室內設計有限公司 業務總監 

E-mail：damage.chen@gmail.com 

 

2015-2016 創社社友 
2016-2017 聯誼 
2017-2018 理事、出席、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

主委 
2018-2019 社⾧、理事 

2015-2016 EREY US$10 
2016-2017 EREY US$10 
2017-2018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000

2011-2012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2012-2013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9,000美元，

累計10,000美元（巨額捐獻） 
2013-2014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2014-2015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2015-2016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2016-2017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指定根除小

兒麻痺) 1,000美元 
2017-2018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2018-2019年度  保羅哈里斯之友1,00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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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學樑 前總監(22.07.13)P.D.G.Carbon 
鄭俊彥 社  友(43.07.15)Art 
張  凱 前社⾧(38.07.17)P.P.Kai 

♥ 徐維志 社友(74.07.14)Infinity  
胡文娟 女士(結婚三十四週年紀念日) 

♥ 李威毅 社友(96.07.15)Mark  
陳穎穎 女士(結婚十二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社 53 屆社⾧職員就職典禮下午 5 點

30 分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飯店舉行。典禮尚未開
始之前社友們陸續抵達，給予 Michael 社⾧鼓
勵及恭喜。 
Michael 社⾧鳴鐘開會。 
司儀 Schooling 及 Stone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主持聯誼活動。 
P.P.Bueno 介紹新任社⾧ Michael。 
D.G.Audio 為 Michael 社⾧佩帶社⾧職章。 
D.G.Audio 致詞 
卸任社⾧ Wireless 致詞。 
卸任社⾧ Wireless 頒贈 52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Michael 社⾧代表致贈卸任社⾧ Wireless 紀念

品。 

社⾧ Michael 致詞。 
介紹 2019-2020 年度職員並㇐㇐配帶職務帶。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 Wilson 致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社⾧當選人 Melody 致

詞。 
社⾧提名人 Life 致謝詞。 
Michael 社⾧鳴鐘閉會。 
卸任社⾧ Wireless 頒贈 52 屆服務團隊榮譽

獎。 
Judge 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卸任社⾧ Wireless 頒贈板橋扶輪社獎學金捐款

績優獎及 2018-2019 年度板橋扶輪社獎學金捐
款績優獎。 

Care 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江飲水機企業有限公司董事⾧ 李明川 
板橋南區扶輪社前社⾧ 林功瑞 胡曼莉 
林文義 蔡寶蓮 
林傳智 蔡守真 
林傳記 葉珈華 
簡文隆 林舒萍 

壹萬肆仟元 台北西區社 
捌仟元 新竹科園社 
陸仟元 台北西北區社 
參仟元 張秋海地區總監 
貳仟元 三重社、陳向緯總監當選人 
壹仟元 郭道明前總監、邱添木前總監、 

黃文龍總提名選人、涂豐川地區祕書、 
陳明理助理總監、林素金助理總監、 
陳水生助理總監、陳柏壽地區副秘書、 
許秋玉地區副秘書 

台北西區社：洪振攀前總監、王永森社⾧、 
林信宏祕書、陳由臻副社⾧、 
張盈泉前社⾧、王政修社友、 
廖鎧平社友 

 

板橋扶輪社第五十三屆社⾧職員就職典
禮，感謝各界致贈花籃及禮金，隆情厚誼無以
銘感特此致意。 

感謝 Wireless I.P.P 暨夫人，所有服務團隊
成員以及所有參與的社友用心付出與投入，使
第五十三屆社⾧暨職員交接就職典禮圓滿成
功，合十感恩大家！ 

板橋扶輪社社⾧ 林傳傑敬謝 



 

 

台北西北區社：陳金龍社⾧、張恆夫前社⾧、 
鄭資盛社⾧當選人、林啟時秘書 

三  重  社：吳存富社⾧、梁雁捷秘書 
新竹科園社：蔡憲德創社社⾧、 

鄭月惠社⾧當選人、 
林鴻堂前社⾧伉儷、徐家光前社⾧、 
劉淑紅夫人、黃吉藏社友伉儷、 
林美枝夫人、郭彭得社友伉儷、 
林靜渝前社⾧、楊進坤前社⾧、 
陳聖樺社友 

板橋北區社：鄭明煌社⾧、劉晁至祕書 
板橋東區社：郭道明前總監、張正鳴社⾧、 

徐明偉祕書 
板橋南區社：吳俊德社⾧、賴英弘祕書 
板橋西區社：黃瑞桐社⾧、郭聰興祕書 
板橋中區社：王玉玲社⾧、蕭明珠祕書 
板橋群英社：陳明理助理總監、陳冠婷社⾧、 

陳承希祕書 
新北光暉社：陳柏壽地區副秘書、黃騰文社⾧、 

高翊紘祕書 
樹  林  社：李行正社⾧、林英奇祕書 
鶯  歌  社：邱添木前總監、王聰哲社⾧、 

楊秀夫祕書 
樹林芳園社：林素金助理總監、杜愛喜社⾧、 

尤琇玲祕書 
大 漢 溪 社：林平民社⾧、簡樹木祕書 
新北市和平社：陳秀媚社⾧、張文琴祕書 
北大光榮社：鍾子康社⾧、謝曜宇祕書 
新北國際網路社：蔡沛原社⾧、劉毓真祕書 
新北世界社：賴澤君社⾧、丁聖哲祕書 
土  城  社：洪俊傑社⾧、張清風祕書 
土城中央社：陳水生助理總監、周弘章社⾧、 

蔡舜賢祕書 
三  峽  社：莊昱宸社⾧、廖晉寬祕書 
土城山櫻社：許秋玉地區副秘書、王汝月創社社

⾧、林萍茹祕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陳浣潔社⾧、朱  毅祕書 

土城東區社：杜生凱社⾧、蕭定恆祕書 
新北城星社：莊雅惠祕書、蘇芳君社友 
三  重  社：莊子賢副社⾧、梅仕杰社友 
三重東區社：陳向緯總監當選人 
五  工  社：張秋海地區總監、涂豐川地區祕書 
永  和  社：嚴寬隆社⾧當選人、林耀振社友 

國鼎開發建設 林同鑫 董事 
太極光光生物科技 丁憲治 董事⾧ 
鼎元光電科技 鄧及人 執行⾧ 
鼎元光電科技 彭兆焜 副總經理 
鼎之奇科技 簡永祿 執行⾧ 
鼎盛國際企業有限公司 陳瀚哲 董事⾧ 
優亮科技 徐紹文 總經理 
華特固態照明 王昭松 總經理 
台威科技 陳庚祝 董事⾧ 
玉山農品公司 林庭堯 董事⾧ 
固鼎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功瑞 總經理 
新春綠能股份有限公司 林立偉 總經理伉儷 
台成營造有限公司 林正豪 總經理伉儷 
Michael 社⾧媽媽 石秋霞 女士 
Michael 社⾧二弟 林傳智 先生全家福 
Michael 社⾧三弟 林傳記 先生全家福 
Michael 社⾧夫人小姑媽  簡林嬌 女士 
Michael 社⾧夫人大哥 張  圖 先生全家福 
Michael 社⾧夫人大姊 張雁珊 女士 
Michael 社⾧堂妹 林舒萍 女士 
Michael 社⾧千金 林敬庭 小姐 
Michael 社⾧公子 林家民 先生、林家蔚 先生 

時間：108 年 7 月 14 日(星期日) 
下午 13：30 註冊 14：00 開始 

地點：板橋國小 5 樓視聽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3 號)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6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出席人數：66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24,000 

就職禮金-應收款(IOU) 20,000 

累  計 NT$44,000 

 
 
 
 
 

 

DG Audio 為新任社⾧ Michael   新任社⾧ Michael 代表贈送        邀請 P.P.Bueno 介紹 

配帶社⾧職章            卸任社⾧ Wireless 紀念品          新任社⾧ Micha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