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P Jimmy  許義榮 (北區) CP Edward 柯耀宗 (仰德)   PDG Joe        張吉雄         (北區) 

PP John 楊忠雄 (陽明) PP Paul 程長和 (雙溪)   PDG Color    李翼文         (首都) 主委: PP Irene 呂錦雪 (北安)

PP Paul 李深浦 (陽明) PP Teresa 許新凰 (中原)   PDG Pauline 梁吳蓓琳     (北安)

PP George 翁肇嘉 (天母) CP Doctor 鄭新開 (華朋)   PDG Tommy 黃維敏         (百齡)

PP Judy Su 蘇蔡彩秋 (天和) CP Richard 陳國雄 (劍潭)   PDG Audi       林谷同        (雙溪)

PP Costant 黃崇恆 (圓山) CP Radio 林坤桐 (樂群)   PDG Jerry       許仁華        (華山)

CP Angela 盧明珠 (長安)   PDG Decal     王光明        (關渡)

  PDG Sara       馬靜如        (瑞安)

  PDG Good News  馬長生 (北區)

  IPDG Dennis  簡承盈        (仰德)  

主委: PP Jerry 林炳勳 (北區)

主委: CP Thomas 譚行健 (藝文)

主委: CP Kelly 陳美蘭 (瑞昇)

主委: Rtn. Lei 裴家榆 (鐵人)

副主委: P David 鄧聖偉 (中山)

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 扶輪基金委員會

副: PP Air 黃奕嘉 (長擎)

跨分區聯合STAR會議

主委: PP Benjamin 吳幸山  (首都) 主委: PP Allen 郭光倫 (洲美) 主委: PP Fanny 許采葳 (洲美) 主委: PP Edward 倪世威 (沐新)

主委: PP Ray 黃意進 (陽光)

顧問: PP Joanna 曹綺年 (仰德)

副主委: PP Boger 林碧堂 (長安)

顧問: PP Constant 黃崇恆 (圓山)

主委: PE Gary 高玉山 (北區)

副: PP Amanda 彭麒嘉 (長安)

顧問: PP Alfa 陳春發 (至善)

顧問: IPP Jerry 林炳勳 (北區)

新世代服務交換NGSE
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習會(GMS)

社員發展委員會

主委: PP Ivan 張文進 (中山)

主委: PDG Jerry 許仁華 (華山)

副: PP Vivian 靳蔚文 (鐵人)

2024-25年度總監提名人

DG Joni 李澤汝 (長安) DGE Michael 章金元 (洲美) DGN Marine 李博信 (中山)

總監特別顧問 地區咨詢委員會

地區總監 2023-24年度總監當選人

地區財務委員會

DS Jacky 曾鴻翌 (沐新) 主委: PP Joann 蘇錦霞 (華岡)

理事會 監事 副主委: PP Seetoo 司徒嘉恆 (九合)

地區秘書長 地區法務委員會

副主委: PP Joseph 林崇先 (中正)

委員: IPP Albert 李岳峻 (松江) 副主委: PP Maria 陳賢儀  (仰德)

副主委: IPP Angela 李秀霞 (華山)

地區辦事處管理委員會

主委: PDG Sara 馬靜如 (瑞安)

主委: PP Grace 吳靜怡 (北安)

地區眷屬聯誼會

助理總監 副助理總監 地區副祕書

地區行政管理 公共形象

墨爾本國際年會推廣

主委: PP Joanna 曹綺年(仰德)

副: PP Showcase 李榮隆 (洲美)

主委: PDG Color 李翼文 (首都)

地區社員委員會 地區國際事務

地區國際服務 地區青少年服務 扶輪基金研習會(DRFS) 埠際會議推廣

扶輪規章及程序委員會地區年會籌備委員會 地區訓練委員會

主委: PDG Pauline 梁吳蓓琳 (北安) 會長: Tina 蔡麗鳳(北區)

主委: Sarina 林瑟宜(北區)

主委: PDG Joe 張吉雄 (北區)

主委: PP Young 陳建揚 (華朋)

副主委:

執行長: PP Owin 簡志新 (陽光)

顧問:

顧問:

主委: PDG Decal 王光明 (關渡)

執行長: PP Joanna 曹綺年 (仰德)

地區團隊訓練會DTTS籌備會 地區策略計劃委員會

地區扶輪發展

主委: CP Ken 蔡寬福 (百川)

一分區(北區) 一分區(欣生) 一分區(北辰) 扶輪資訊 跨地區公益金輪獎 新社擴展委員會地區職業服務 地區社區服務

PP Sam 林文進 PP Michael 張明晰 PP Grace 傅馨儀 主委: PP Ethan 許斐然 (沐新) 主委: PP Isabel 陳妍如 (仰德)

主委: PP Tracy 杜佳莉 (百齡)

副: PP Simon 郭飛融 (華齡)

主委: PP Connie 郭碧珠 (九合)

副: PP Lawrence 曹志仁 (北區)

副: IPP Frank 詹宗諺 (九合)

主委: DGE Michael章金元 (洲美)

主委: DGN Marine 李博信 (中山)

主委: PP Fanny 吳美雲 (華山)

副: PP Franky 陳榮富 (芝山)

執行長: IPP Shelley 王雪沼 (華山)

主委: PDG Audi 林谷同 (雙溪)

扶輪友誼交換RFE 扶輪地帶研習會推廣 第一工作會 地區聯誼委員會二分區(陽明) 二分區 (福齡) 二分區(華齡) 地區選務 3521地區公益金服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PP BJ 郭伯嘉 PP Steve 藍堯仁 PP Leo 李  杰 主委: PP Seetoo 司徒嘉恆 (九合)
主委: IPP Sunny 吳依敏 (長擎)

副主委: PP Andy 詹承洋 (沐新)

執行長: PP Alan 周仲年 (長擎)

主委: Rtn.Ouyang 歐陽永言(首都) 召集人: PP Jackie 林佳錡 (劍潭) 主委: PP Michael 彭民雄 (天母)

執行長: Lei 裴家榆 (北鐵)

副執行長: Spriet 薛弼仁 (北鐵)

顧問: PP Thomas 林廷祥(陽明)

主委: PDG Good News 馬長生 (北區)

副: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PETS籌備會

副: 主委: PP Isabel 陳妍如(仰德)

副主委: PP Fanny  許采葳 (洲美)

執行長: PP Chantelle施蘭香(天欣)
主委: Rtn. Lei Pei 裴家榆 (北鐵) 召集人: PP Professor童中儀(華岡)

第二工作會

主委: PP Sam 曾惇暉 (關渡)

副主委: IPP Patrick 黃皎烈 (圓山)地區職業發展/交流.成就 2022 地區扶輪日 嘉年華 主委: PP Lawrence 曹志仁(北區)

副: CP Richard 陳國雄 (劍潭)
世界社區服務計畫交換 地區扶輪少年服務團

主委: CP May 許美英 (松江)

副: PP Derek 賴金德 (洲美)

PP Sophie周宜瓔 PP Lawrence伍必霈 PP Bruce楊文宗 主委: PP Kenneth 賴俊傑(關渡)

三分區(天欣) 三分區(明德) 三分區(天母) 社長秘書聯席會

PP John 應功泰 PP Roger 陳炳良 主委: PP Kenneth 賴俊傑(關渡)

主委: PP Archi 謝秀瑩 (北安)

副主委: PP Jerry 林炳勳 (北區)

主委: Rtn. Jo 黃若慈 (永都)主委: PP Jack 黃明取 (華朋)

主委: IPP Francesca 田原芳(中山) 主委: IPP Daniel 李柏蒼 (合江) 主委: CP Philip 王鏡涵 (永都)

國際急難救助 跨地區HOC路跑籌備委員會四分區(華山) 四分區(圓山) 四分區(中正) 地區幹事會議 地區公共形象推廣

PP Sid 陳志清 主委: PP William 李萬和 (福齡)

就業計畫含身障輔導委員會

地區扶青社委員會

獎助金監督委員會 新社聯誼委員會

地區職業參訪委員會 人類發展(敬老關懷/急難救助)委員會 全球網絡團體 防止社員流失委員會五分區(中安) 五分區(芝山) 五分區 (仰德) 國際獎項 地區與政府關係 副: PP Jack  黃明取 (華朋)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籌備會 藝文與文創推廣委員會

PP Eric 謝騰輝 PP Jaden 游登傑 PP Steven 曾德士 主委: PP Joe 林久晃 (合江) 主委: Ruby 蔡壁如 (北安)

獎助金計畫委員會

主委: PP Joe 林久晃 (合江)

主委: IPP Lixin 蔡禮信 (洲美)

主委: CP Asky 林縉信 (長擎)

副: PP Ethan 許斐然 (沐新)

副: Rtn. Jam 林建宇 (長擎)

地區代表: DRR Kenny林冠宏 (仰德)

地區扶輪青年領袖營RYLA

主委: PP Andrew 朱宏昌 (同星) 主委: Rtn. JJ 黃繼輝 (首都)

公關發展

環境保護委員會地區與媒體關係
主委: IPP Sylvia 羅阡瑋 (天欣)

執行長: Moana 鄭嘉惠(天欣)

前受獎人委員會

扶輪知識與禮儀推廣

六分區(基河網路) 六分區(雙溪) 六分區 (洲美) 地區獎勵

PP Robert 陳俊仁 IPP David 蔡忠川 PP Derek 賴金德

創社社長養成委員會

第三工作會

地區職業博覽會委員會 地區慈善音樂會籌備委員會

全球獎助金: PP Boger 林碧堂 (長安)

地區獎助金: PP Vina 鄭維娟 (中原)
主委: IPP Jerry 林炳勳 (北區)

國家間委員會

主委: PP Tony Yen 嚴東霖 (雙溪)

社員發展研習會(DMS)

保護及關懷青少年委員會

獎學金&扶輪和平研究計畫

主委: PP Tammy 劉素貌 (瑞安) 主委: PP Jason 李建震  (合江)
台美交流: Health Buy 林宜龍 (首都)

台加交流: PP Tony 吳四賽 (陽明)

台日交流: PP Eric 盧元璋 (長安)

台韓交流: PP Jessica 陳淑真 (華朋)

台泰交流: PP James 林振邦 (北區)

台港交流: PP Paul 李深浦 (陽明)

台菲交流: PP Jimmy 吳沛然 (永都)

台星交流: PP Eden 王剴鏘 (北區)

主委: PP Jenny Kuo 郭彥君 (北安) 主委: PP Daniel 張家銘 (關渡)

捐血活動推廣委員會

主委: PP Pony 許淑婷 (合江)

主委: IPP Rebecca李芸樺 (天和)

副: PP Steve 藍堯仁 (福齡)

七分區(中原) 七分區(永都) 七分區(中美) 地區總監月報

主委: PP Endy 孫觀豐 (雙溪)PP Johnson 白峻宇 PP Edwin 林哲正 P Demy 鄧衍敏

地區高爾夫球聯誼會

生命橋樑計畫推廣委員會

召集人:

副:

副:
主委: PP Nancy 朱路貞 (同星)

主委: PP Domingo 江明鴻 (關渡)

執行長: PP Daniel 李柏蒼 (合江)

主委: PP Mike 張維斌 (雙溪)

主委: PDG Tommy黃維敏 (百齡)

主委: IPP Landy 倪子嵐 (碧泉)

副: IPP Kate 黃彥衡 (沐新)

地區養生保健推廣委員會

扶輪知識圓桌會議推廣

主委: PP Michael 張明晰 (欣生)

職業訓練團體VTT 第四工作會 地區親山聯誼會

主委: PP Jennifer 林亭彣 (九合) 主委 PP S.R. 黃三榮 (天母)

召集人:

副: 地區露營聯誼會

地區召集人: PDG Jerry 許仁華(華山)

顧問: PDG Tommy黃維敏 (百齡)

顧問: PDG Audi 林谷同 (雙溪)

推廣主委: DS Jacky 曾鴻翌 (沐新)

八分區(華友) 八分區(華朋) 網路推廣 地區關懷資深社友委員會

PP Professor童中儀 PP Alex 盧昱瑜 主委: PP Grace 傅馨儀 (北辰)

主委: PP Pony 許淑婷 (合江)

副: Rtn.Demi 王靜琦 (洲美)
PP Star 陳明星

八分區(華岡)

主委: Rtn. Benson 陳辭修 (首都)

九分區(劍潭) 九分區 九分區(明水) 地區網站 扶輪刊物推廣 地區職業百科服務委員會

主委: PP Air 黃奕嘉 (長擎)PP Heating 廖光禹 PP Christine 主委: PP Jiin 賴瑾 (瑞安) 主委: IPP Linda 陳麗玲 (瑞安) 主委: PP Ben 林青嵩 (沐新)

兒童安全健康推廣委員會 全球扶輪華文峰會推廣委員會 扶輪基金資訊 第五工作會 扶輪領導學院推廣 地區羽球聯誼會地區青少年交換RYE委員會

主委: PP Amanda 彭麒嘉 (長安)

十分區 (食仙) 扶輪雜誌推廣 公共形象設計

PP Hiroka 王妙涓 PP Sam 曾惇暉 CP Nutri 沈立言 主委: PP Anderson 朱東賜 (長安) 主委: IPP Ann 欒方安 (北安)

十分區(樂群) 十分區(關渡)

主委:  P Eddie 何致仁 (九合)

十一分區(瑞安) 十一分區(瑞科) 十一分區(長擎) 地區主講人才庫 數位推廣委員會 肝病防治推廣委員會

主委: IPP Vincent 鄧武松 (陽光) 主委: 2025-26 DGNDPP Wendy 李燕珠 CP Rich 王臻睿 CP Asky 林縉信 主委: PP Joei 趙欽偉 (華友) 主委: Rtn. Wen 胡文中 (陽星)

副主委: PP Alan 周仲年 (長擎)

主委: PP House 陳炳文 (圓山)

年會投票選舉人審查委員會

主委: PP Annie 魏昭蓉 (陽星)

AKS推廣

年會提案審議委員會

年會提案委員會

地區籃球聯誼會

鉅額捐獻推廣

地區潛水聯誼會

主委: P Frank 陳寶順 (華友)

主委: PP Gift 翁浩崇 (食仙) 主委: PP Vivian 靳蔚文 (北鐵)

年度基金Annual Fund勸募

地區攝影聯誼會

地區歌唱聯誼會
召集人: 會長: Tina 蔡麗鳳 (北區)

主委: Sarina 林瑟宜 (北區)

主委: PDG Decal 王光明 (關渡)

地區RCC推廣 社區服務團委員會 冠名及永久基金Endowment Fund勸募

主委: PP Eros 謝佩璆 (中安)

主委: PP Lily 阮美霜 (仰德)

主委: PP Teresa 許新凰 (中原)

主委:

主委: PE Jason 吳嘉誠 (中正)

地區保齡球聯誼會經濟與社區發展委員會

地區鐵人三項聯誼會

主委:

地區自行車聯誼會

主委: PP Jenny 鄭淑方 (中山)

副: Rtn. Lily 李千惠 (北區)

主委:

主委: IPP David 蔡忠川 (雙溪) 主委: PP JJ 沈家杰 (九合)

主委: PP Eric 謝騰輝 (中安)

跨地區扶輪公益網

Polio Plus Society PPS協會推廣

服務夥伴委員會

鼓勵出席

消除小兒麻痺基金PolioPlus Fund勸募

主委: PP Yoshiko 陳淑芳 (百齡)

地區法治教育推廣

主委: PP Jason 張澤平 (長安)

主委: IPP Francesca 田原芳 (中山)

副: IPP Ivy 廖嘉今 (芝山)

主委: PP Caser 謝明滿 (陽光)

地區庶務

主委: PP Anderson 朱東賜 (長安)

主委: P Joshua 陳建華 (中安)

保羅哈里斯協會推廣

地區運動促進推廣

主委: PP Vivian靳蔚文(北鐵)

IB主委: P Julie 呂國昀 (仰德)

OB主委: PP Dennis杜佩育 (芝山)

接待學校: Catherine 林淑燕 (關渡)

接待學校: Kenny 黃國軒 (福齡)

接待家庭: PP Cherry 邱麗秋 (仰德)

接待家庭:Rtn. May 盛開梅(百齡)

社輔導顧問: PP Ivan 張文進 (中山)

社輔導顧問: PP Boger林碧堂 (長安)

社輔導顧問: Water 何潮華 (福齡)

招募甄選: Rtn.Demi 王靜琦 (洲美)

招募甄選: PP Allen 郭光倫 (洲美)

學生顧問: Rtn. Stella 馮慧敏 (華山)

學生顧問: PP Fanny吳美雲 (華山) 主委: PP Bruce 李玉龍 (華山)

地區幼幼自行車聯誼會
主委: Nelson Lin (華朋)

主委: IPP Angela 吳季妍 (首都)

副: CP Thomas 白錫潭 (中安)

主委: Bear 蕭煥瓊 (瑞昇)

主委: PP Yi Yen 陳怡芬 (北安)

主委: PP Franky 陳榮富 (芝山)

主委: PP Nancy 朱路貞 (同星)

主委: PP Tammy 劉素貌 (瑞安)

執行長: IPP Linda 陳麗玲 (瑞安)

惜食計畫推廣委員會

主委: PP Owin 簡志新 (陽光)

副: PP Julia 簡惠慧 (清溪)

副: IPP Francesca 田原芳 (中山)

副: IPP Brian 朱焜煜 (仰德)

地區合唱團

地區重型機車聯誼會

主委: PP Terry 楊孟欣 (仰德)

EREY社推廣

主委: CP Tracy 梁純識 (泉新)

一頁



一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