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第十二屆 理事、監事 名表
理 事 長

楊敏盛 PDG Knife

名譽理事長 賴正成 PDG Wood

‧D3500 桃

園

‧D3460 台中北區

副理事長

張瑞欽 PDG Plastic

‧D3510 高雄西區

、 許國文 PDG Surgeon

‧D3490 羅東西區

常務理事

劉昭惠 PDG Music

‧D3460 台中中央

、 黃慶淵 PDG Kent

‧D3470 佳

里

吳建村 PDG C.T.

‧D3480 台北和平

、 邱秋林 PDG Computer ‧D3480 翡

翠

柯玟伶 PDG Amanda

‧D3490 三重南區

、 楊祖顈 PDG TY

‧D3500 桃園東區

陳弘修 PDG ENT

‧D3500 八

德

、 李翼文 PDG Color

‧D3520 台北首都

張

‧D3490 三

重

、 洪武男 PDG Ceramic

‧D3500 新

竹

‧D3460 員

林

李芳裕 PDG Medichem ‧D3460 大甲北區

、 邱世文 DGE Dental

‧D3460 豐

原

李維仁 PP Juice

‧D3460 台中大同

、 陳政雄 PP Offset

‧D3460 台

中

林裕榮 PDG Tora

‧D3470 新

、 林鑾鳳 DG Naomi

‧D3480 台北百合

呂錦美 DGE May

‧D3480 台北芙蓉

、 廖文達 DGN Kevin

‧D3480 台北民權

張金華 PDG King

‧D3490 基隆西北

、 陳順從 PDG TV

‧D3490 花

邱添木 DGE Polish

‧D3490 鶯

陳全雄 DG Rock

‧D3500 中

壢

、 涂百洲 PDG OBS

‧D3500 桃園西區

李世定 PDG Stan

‧D3500 新竹東南

、 張宏明 PDG Tony

‧D3500 新竹西北

林黃彰 DGE Johnson

‧D3500 桃園景福

、 鄭桓圭 DGN Peter

‧D3500 新竹北區

林照雄 PDG Set

‧D3510 屏東東區

、 王仁孚 PDG Robert

‧D3510 高雄北區

李博信 PP Marine

‧D3520 台北中山

、 吳昌威 PP Peter

‧D3520 台北東昇

朱健榮 PP Jack

‧D3520 台北南區

、 邱義城 PP Casio

‧D3520 台北南海

‧D3460 豐原西南

、 許章賢 PDG Medicare ‧D3480 台北大同

謝水源 PP Stanley

‧D3480 台北城中

、 郭肇盈 PDG Design

‧D3480 台北西門

吳保同 PP Yoko

‧D3490 五

、 鄧錤雙 PDG CS

‧D3510 屏東南區

陳吉輝 PP Road

‧D3520 台北仁愛

、 陳茂仁 PDG Tony

‧D3520 台北南德

秘 書 長： 劉建德 PDG CT

‧D3500 桃園西區

副秘書長： 游秀葉 PP Judy

‧D3500 桃園百合

、 吳得坤 PP Peter

‧D3500 竹南

常務監事

信 PDG Letter

何黎星 PDG Star
理

監

事

事： 陳福振 PDG Bill

葉庚進 PP Dragon

營

歌 、 李金坤 PP Bright

工

‧D3490 板橋北區

蓮

‧D3490 三重東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