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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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    職：仁馨洗腎診所 負責人 

E-mail：ri3490.gov2021@gmail.com 
 

2010 加入三重東區社 
2014-2015 社⾧、成立三東湧蓮扶青團(與蘆洲

湧蓮社) 
【地區服務經歷】 
2015-2016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RFE)印度團團⾧、地區青少年交換
委員會委員(RYE)英語簡報召集人、
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WCS)義
診醫師  

2016-2017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主委
(RFE)、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副主
委&Inbound 協調人(RYE)、地區世
界服務委員會委員(WCS)義診醫師、
地區職業訓練團隊委員會團⾧(VTT)、
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扶輪領導學
院(RLI)35 期 

2017-2018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委員會主委
(Rotaract)、地區講習會委員會主委
(DTA)、地區青少年保護委員會主委、
地區世界服務委員會委員(WCS)義
診醫師、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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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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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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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I)教員訓
練 7 期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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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巨額捐獻第二級 
2015-2016 巨額捐獻、地區超我服務獎 
2016-2017 阿奇･柯蘭夫會員 AKS 

Member ,Trustees Circle 
2017-201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巨額

捐獻 
2018-2019 WCS 印度 10000 美元、巨額捐獻、

中華扶輪博士冠名捐款 
2019-2020 WCS 柬埔寨 40000 元、巨額捐獻、

中華扶輪碩士冠名捐款、全球獎助金
10000 美元 

2014-2015 巴西聖保羅世界年會 
2015-2016 地區年會(D3750 韓國、D3020 印

度) 
2016-2017 美國亞特蘭大世界年會、10B 地域

研習會(曼谷) 
2017-2018 加拿大多倫多世界年會、10B 地域

研習會(台北)、地區年會(D3750 韓
國)、阿奇･柯藍夫會入會式(芝加哥) 

2018-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10B 地域研習
會與 GNTS 會前會(印尼)、地區年會
(D2510 日本、D3750 韓國) 

2019-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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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戴政隆 D.S.House 

夫    人：李昭青 

所 屬 社：三重東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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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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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2013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副主委、運動委員會副主委 

2013-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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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5 運動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5-2016 社⾧當選人、理事、扶輪行政管理主委 

2016-2017 三重東區社社⾧、理事 

2017-2018 職業主委、理事、高爾夫球副主委 
2018-2019 新北市第㇐分區地區副祕書、旅遊主委、理事、高爾夫球副主委 

2019-2020 公共形象主委、理事、高爾夫球主委
 
 
 

 

姓    名：官永茂 A.G.Tony 

夫    人：吳芳儀 

所 屬 社：新北光暉扶輪社 

職業分類：證券商 

現    職：元大證券 經理 

E-mail：yungmaokuan@gmail.com

2015-2016 創社社友、創社秘書、理事、 
扶輪行政主委 

2016-2017 第二屆社⾧ 
2017-2018 理事、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9-2020 理事、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16-2017 保羅哈理斯之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年度捐獻績優 

2017-2018 保羅哈理斯之友



 

 

 
 

 

姓    名：郭宗霖 D.V.S.John 

夫    人：張家珊 

所 屬 社：板橋群英扶輪社 

職業分類：室內裝修 

現    職：霖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總經理 

E-mail：johntk888@yahoo.com.tw 

 

1996-1998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創團團⾧ 
2011 年 3 月 9 日 板橋群英扶輪社 創社社友 
2011-2012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持主委、理事 
2012-2013 社⾧ 
2013-2014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持主委、理事 
2014-2015 社員委員會主持主委、公共關係委員

會副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理
事 

2015-20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理事 
2016-2017 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9-2020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 

1998-1999 3490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地區代表 
1999-2000 3490 地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地區顧問 
2013-2014 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 委員 
2014-2015 地區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 主

委 
2015-2016 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委員會

主委、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 
2016-2017 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委員會

委員、地區成年禮委員會委員 
2017-2018 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委員會

委員 

2018-2019 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委員會
主委 

2019-2020 地區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委員會
顧問 

2012-2013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3-2014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4-2015 保羅哈里斯之友 1,000 美元 
2015-2016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0,000 元 
2017-2018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0,000 元 
2018-2019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0,000 元 
2019-2020  WCS 世界社區服務-緬甸甘妮 

小學興建工程 20,000 元  

洪學樑 前總監(22.07.13)P.D.G.Carbon 

♥ 徐維志 社友(74.07.14)Infinity  

胡文娟 女士(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 李威毅 社友(96.07.15)Mark  

陳穎穎 女士(結婚十三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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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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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社⾧鼓勵及
恭喜。 
Life 社⾧鳴鐘開會。 
司儀 Schooling 及 Stock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主持聯誼活動。 
P.P.Wireless 介紹新任社⾧ Life。 
D.G.Brian 為 Life 社⾧佩帶社⾧職章。 
D.G.Brian 致詞 
D.G.Brian 為 2020-2021 年度環島單車隊授

旗。 
卸任社⾧ Michael 致詞。 
卸任社⾧ Michael 頒贈 53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Life 社⾧代表致贈卸任社⾧ Michael 紀念品。 
社⾧ Life 致詞。 
介紹 2020-2021 年度職員並㇐㇐配帶職務帶。 
輔導社台北西區扶輪社社⾧ Barry 致詞。 
兄弟社新竹科園扶輪社社⾧ Melody 致詞。 
介紹板橋扶輪社未來十二年領導人。 
社⾧當選人 Charles 致謝詞。 
Life 社⾧鳴鐘閉會。 
卸任社⾧ Michael 頒贈 53 屆服務團隊榮譽獎。 
Pipe、Post 卸任糾察主委頒贈捐款績優獎。 
卸任社⾧ Michael 頒贈板橋扶輪社獎學金捐款

績優獎。 

板橋社獎學金主委 P.P.Alex 頒贈 2019-2020 年
度板橋扶輪社獎學金捐款績優獎。 

Nick、Alan 卸任出席主委頒贈連續出席獎。 

京展光學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鄭朝旭 
優拉鋼精密工業有限公司陳文德 
逢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楊天賞 
大觀鮮花事業執行⾧林宜標 
新北市北大光榮扶輪社社⾧暨新北市議員廖宜琨 
板橋扶輪社第 29 屆前社⾧邱文献 
普生生物科技(股)公司董事⾧邱明堂暨全體董監事 

捌仟元 台北西區社、新竹科園社 
伍仟元 ⾧青會 
參仟元 陳向緯地區總監 
貳仟元 三重扶輪社 
壹仟陸佰捌拾捌元 林孟辰創社社⾧ 
壹仟元 柯玟伶前總監、郭道明前總監、 

林榮吉前總監、張  信前總監、 
張金華前總監、李進賢前總監、 
洪清暉前總監、邱添木前總監、 
張秋海前總監、黃文龍總監當選人、 
戴政隆地區祕書、官永茂助理總監、 
簡靖錩助理總監、林國財助理總監、 
郭宗霖地區副祕書、江秋岑地區副祕書、 
陳家驊地區副祕書、劉天祥總監特別助理、
林以土前社⾧、連進財前社⾧、 
黃景龍祕書 

壹仟貳佰元 李漢發前社⾧ 

台北西區社：謝弼雄社⾧、李柏亨秘書、 
王永森前社⾧、林信宏社友 

三  重  社：莊子賢社⾧當選人、陳維政社友 
新竹科園社：劉月惠社⾧伉儷、蔡憲德創社社⾧、

徐家光前社⾧、楊進坤前社⾧、 
賴郁成前社⾧、林鴻堂前社⾧伉儷、
劉家瑾前社⾧伉儷、羅盛權前社⾧、
許瑾蕎秘書、黃吉藏社友伉儷、 
周碧翠社友伉儷、吳柏賢社友、 
張淇州社友 

 

板橋扶輪社第五十四屆社⾧職員就職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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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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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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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瑤國敬謝 



 

 

板橋北區社：李進賢前總監、王英烱社⾧、 
陳錦成前社⾧伉儷、郭有福前社⾧、
葉濬承秘書 

板橋東區社：郭道明前總監、黃文龍總監當選人 
吳得利社⾧、程文金前社⾧、 
李水日前社⾧、林振哲秘書 

板橋南區社：鄭明銓社⾧、官彥均秘書 
板橋西區社：洪清暉前總監、江文毓社⾧、 

翁光裕前社⾧、王銘聰前社⾧、 
陳國忠秘書 

板橋中區社：林珍怩社⾧、莊育菁社⾧當選人 
板橋群英社：郭宗霖地區副祕書、 

賴智弘社⾧、徐偉順秘書 
新北光暉社：官永茂助理總監、 

高翊紘社⾧、陳宏志秘書 
樹  林  社：楊嚴政社⾧、楊家珍秘書、 

洪進東前社⾧ 
鶯  歌  社：邱添木前總監、侯克忠社⾧ 
樹林芳園社：陳文鳳社⾧、劉淑如前社⾧ 
大 漢 溪 社：簡靖錩助理總監、簡清松社⾧、 

李芳忠前社⾧伉儷、黃豐正秘書 
新北市日盛社：陳芊諭社⾧、陳碧玲前社⾧、 

李淑瓊前社⾧、李美華秘書 
新北市和平社：江秋岑地區副祕書、顏美淑社⾧、 

賴麗雲秘書、羅淑玲社友 
北大光榮社：廖宜琨社⾧、林淑美秘書 
新北國際網路社：金保福社⾧、戴冠儀秘書 
新北世界社：張信閎社⾧、林宏隆秘書 
土  城  社：郭智杰社⾧、吳隨意前社⾧伉儷、 

洪俊傑前社⾧、陳嘉晨秘書 
土城中央社：劉昭利社⾧、許松祥前社⾧、 

蔡政道秘書 
三  峽  社：林國財助理總監、劉天祥前社⾧、 

李正吉前社⾧、蕭金龍秘書 
土城山櫻社：王汝月創社社⾧、黎伂真社⾧、 

周素清前社⾧、高郁茹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陳家驊地區副祕書、 

楊曉勤社⾧、蕭聖祐秘書 
土城東區社：劉瑞琪社⾧、許富順秘書 
新北城星社：洪喬緯社⾧、吳志鳳秘書 

三重東區社：陳向緯地區總監伉儷、 
戴政隆地區祕書 

三重南區社：柯玟伶前總監、林寶玲社⾧、 
王巧雲前社⾧ 

三重三陽社：黃景龍祕書 
基隆東南社：林榮吉前總監 
基隆西北社：張金華前總監 
五  工  社：張秋海前總監、連進財前社⾧ 
永  和  社：嚴寬隆社⾧、林耀振秘書 
中  和  社：簡林龍前社⾧伉儷  
大  湖  社：林孟辰創社社⾧ 
新北單車社：林以土前社⾧ 

南山人壽 張添美 總監伉儷 
南山人壽 邱富勇 總監伉儷  
南山人壽 洪嘉鴻 協理 
南山人壽 蔡豐輝 資深副總經理 
南山人壽 吳東明先生伉儷 
南山人壽 何鴻龍總監 
南山人壽 黃景龍處經理 
南山人壽 林賢宗 先生 
南山人壽 黃國軒 先生伉儷 
南山人壽 黃秋霞 經理 
南山人壽 朱佩芳 經理 
南山人壽 莊三泰 經理伉儷 
南山人壽 陳進福 經理伉儷 
南山人壽 蔣水木 經理 
板橋扶輪社 邱文献 前社⾧伉儷 
板橋扶輪社 陳文德 前社友伉儷 
汪麗華 前社友夫人 
鑽石屋珠寶有限公司李水木總經理、李政憲經理 
裕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 馬景仲 董事⾧  
板橋國小 林義祥 校⾧ 
佳潤健康有限公司 王俊凱 負責人  
東協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潘朝根 負責人  
Life 社⾧公子 陳威親 先生、陳炫宇 先生 
Life 社⾧千金 陳卉渝 小姐 
Life 社⾧弟媳 王春惠 小姐 
Life 社⾧孫女 陳以恩 小朋友 
Life 社⾧姪女 陳禹潔  小姐 
Life 社⾧大媳婦 高韻婷  小姐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3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出席人數：69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0 名    出 席 率：100% 
 
 
 
 
 
 
 
 
 
 
 
 
 
 
 
 
 
 
 
 
 
 
 
 
 
 
 
 
 
 
 

 
二、捐款報告 

就職禮金 40,200 

就職禮金-應收款(IOU) 9,688 

累  計 NT$49,888 

 
 
 
 
 

 

DG Brian 為新任社⾧ Life       新任社⾧ Life 代表贈送         邀請 P.P.Wireless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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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