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任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會
2015-16 年度職委員台灣扶輪社員
黃其光 Gary
(3480 地區台北社 )
國際扶輪前社長
(2014-15 年度 )
社長顧問委員會委員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台灣全國
倡導顧問

謝三連 Jackson
(3520 地區台北東昇社 )
國際扶輪前理事 (2008-10 年 )
2016 年首爾國際年會推廣
委員會委員兼協調人
2017 年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委員會委員
扶輪和平中心委員會委員

張宏明 Tony
(3500 地區新竹西北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協調人

張順立 Henry
(3520 地區台北東北社 )
10B 地帶捐獻基金 / 巨額
捐獻顧問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劉啟田 Surgeon
(3500 地區楊梅社 )
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委員
扶輪和平中心巨額捐獻
行動委員會委員
2016 年首爾國際年會推廣
委員會副協調人

林修銘 Frederick
(3520 地區台北同德社 )
國際扶輪理事
國際扶輪理事會行政管理
委員會委員
立法會議委員會委員
財務委員會委員

梁吳蓓琳 Pauline
(3520 地區台北北安社 )
通訊委員會委員
2015 年國際扶輪訓練
領導人

姚啟甲 Kega
(3490 地區蘆洲社 )
10B 地帶扶輪協調人

蘇一仲 Antonio
(3520 地區台北士林社 )
10B 地帶現在就根除
小兒痲痹協調人

許章賢 Medicare
(3480 地區台北大同社 )
扶輪聯誼會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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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建村 C.T.
(3480 地區台北市和平社 )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委員

謝炎盛 Electronics
(3480 地區台北城中社 )
扶輪基金會基金發展
委員會委員
新世代委員會委員
扶青團及扶少團委員會
共同主委

黃金豹 Amko
(3520 地區台北市南門社 )
社員委員會委員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張光瑤 Concept
(3460 地區台中南門社 )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呂明憲 Archi
(3470 地區新營東區社 )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邱秋林 Computer
(3480 地區翡翠社 )
2016 年首爾國際年會推廣
委員會副協調人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吳維豐 David
(3490 地區新莊東區社 )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李世定 Stan
(3500 地區新竹東南社 )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曾秋聯 William
(3510 地區屏東東區社 )
2016 年首爾國際年會推廣
委員會副協調人
10B 地帶扶輪
助理協調人

李芳裕 Medicham
(3460 地區大甲北區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林鑾鳳 Naomi
(3480 地區台北百合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蕭慶淋 Andy
(3490 地區宜蘭西區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
基金會助理協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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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修 ENT
(3500 地區八德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康義勝 Kambo
(3480 地區台北城中社 )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
委員會主委

林照雄 Set
(3510 地區屏東東區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鍾鶴松 Harrison
(3480 地區台北大安社 )
扶輪月刊主編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
委員會執行長

林谷同 Audi
(3520 地區台北市雙溪社 )
10B 地帶 / 地域扶輪基金會
助理協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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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扶輪青年服務團
Rotaract Club of Shanghai
3. 上海 Hult 扶輪青年服務團
Rotaract Club of Hult Shanghai
4. 上海紐約大學扶輪青年服務團
Rotaract Club of NYU Shanghai

蘇州扶輪社舉行授證午宴歡迎國際扶輪社長及貴賓

Gary 社長參與中國大陸第一個華語扶輪社上海浦西社的
授證典禮

扶輪少年服務團
1. 上海德威英國國際學校扶輪少年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Dulwich College
2. 牛津國際公學常州學校 KS3 扶輪少年
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Ox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Changzhou) KS3
3. 牛津國際公學常州學校 KS4/5 扶輪少年
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Oxford International
College (Changzhou) KS4/5

4. 上海長寧國際學校浦東學校扶輪少年服
務團
Interact Club of Shanghai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School Pudong
5. 上海長寧國際學校虹橋學校扶輪少年服
務團
Interact Club of Shanghai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School Hongqiao
6. 上海南洋模範中學扶輪少年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Shanghai Nanmo

上海浦東陸家嘴扶輪社午宴儀式中由 Gary 社長頒發
加盟證書

7. 上海浦東美國學校扶輪少年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SAS Pudong
8. 上海中學國際部扶輪少年服務團
Interact Club of Shanghai High School
International Division
Gary 到北京期間會見將成為中國大陸第二個華語扶輪
社的「北京東區聯誼社」的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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