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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主委
洪麗娟I.P.P.Lisa簡介

姑        爺：謝正雄
社        名：Lisa
出生日期：1958.08.06
入社日期：2008.03.11
職業分類：網路連鎖店

服務單位：聖恩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行政總監
公司地址：104台北市中正區羅斯福路二段100號4樓
公司電話：3365-3456#188
公司傳真：2367-1043
住家電話：03-3395318
社友行動：0935220226
姑爺行動：0921-926-626
姑爺生日：1943.02.09
結婚紀念日：9.27
E – m a i l：lisa@sheng-en.com.tw

扶輪經歷：

08-09 理事、副社長
09-10 理事、社長當選人
10-11 理事、社長、台灣百合聯誼會主委
11-12 地區公共關係長、理事、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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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主委
洪麗娟I.P.P.Lisa致詞

地區總監D.G.Andy、各位扶輪社社長、各位扶輪先進、諸位學者、專家，大
家好!

首先要謝謝各位扶輪社友參與今天的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同時更要藉現
在這個機會，向大膽起用我這位公共關係領域的新手，擔任這次研習會主任委
員，讓我有更多學習、成長機會的地區總監D.G.Andy深致謝忱。

具有百餘年歷史的扶輪老店裡，在過去的歲月中，雖然我們做了不少的職
業服務、社區服務、青少年服務，甚至是兼具國民外交成效的國際服務，在國
內所有頗具規模、知名度的社團中，一向是被公認為名列前茅、有口皆碑、最
優質的社團，但是很可惜的，迄今為止，仍然有許多朋友，誤認我們扶輪社是
專門販售輪椅的謀利廠商，所提供的服務，也僅限於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或病
患，真是使我們扶輪人啼笑皆非，不知該如何向他們說明、解釋。

  以上所報告的絕不是笑話一樁，而是活生生的事實，這顯現出我們扶輪人
以往所做的各項服務，不論在普及化或宣傳面，仍有寬廣的努力空間，如何摒
棄往昔默默奉獻，不為人知的服務方式，改採現代化的行銷宣傳手法，運用多
打一通電話，多發一則簡訊，多問一聲好的經驗，建立起良好有效的公共關
係，並透過無遠弗屆的各種傳播媒體，讓更多的國人，進一步的認識扶輪，瞭
解扶輪的崇高理想，一起加入我們的服務團隊，這才是我們舉辦這次地區公共
關係研習會的主要目的。殷切期盼經由各位扶輪先進、學者、專家所提供的專
業技巧與實務經驗，透過您們生動活潑的專題演講或座談會方式，呈現給與會
人士 ，讓我們扶輪人有機會虛心受教、學習、成長，進而獲益良多，滿載而
歸，是所至禱!最後敬祝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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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訓練主委
許國文 P.D.G. Surgeon簡介

姓            名： 許國文

出生年月日： 1946年9月30日

所屬扶輪社： 羅東西區扶輪社

扶    輪    名： Surgeon

學            歷：台北醫學大學藥學系畢業

                        日本國立德島大學醫學系畢業

                        日本國立京都大學醫學博士

現            職：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  董事長

通 訊 地 址： 265宜蘭縣羅東鎮南昌街83號

電            話： 03-9543131  分機 5402/5488

傳            真： 03-9533922

電 子 信 箱： kwhsu@mail.pohai.org.tw

扶輪社經歷：

1988-1989年度  1988年7月4日加入羅東扶輪社

1989-1990年度  1990年4月11日籌組羅東西區扶輪社

1989-1990年度  羅東西區扶輪社創社社長

1990-1991年度  社長

1994-1995年度  分區代表(助理總監)

2005-2006年度  3490地區總監

扶輪榮譽事項：

1998-1999年度  3490地區關懷兒童傑出獎

2005-2006年度  保羅哈里斯巨額捐獻人

2005-2006年度  日本米山功勞者

2005-2006年度  中華扶輪博士班冠名捐獻人

2009-2010年度  中華扶輪博士班冠名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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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地方區域社會的顯著貢獻及受獎榮譽事項：

82年 - 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社會經歷：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院長

宜蘭縣醫師公會第15、16屆理事長

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5、6屆理事

救國團宜蘭團委會主任委員

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副董事長

現任財團法人羅許基金會羅東博愛醫院董事長

現任台灣醫院協會理事

現任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理事

現任中華捐血運動協會理事

現任宜蘭張老師中心主任委員

現任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台灣宜蘭分會常務委員

現任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理事

現任財團法人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現任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理事長

 

特殊經歷：

於日本留學期間獲扶輪米山獎學生，也是台灣第一位的米山獎學生    被選任為總監

2009-2010年度擔任國際扶輪3360地區年會RI社長代表

2010年10月受邀參加日本成立最久的東京扶輪社90週年授證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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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訓練主委
許國文 P.D.G. Surgeon致詞

在那個保守的時代，行善、助人如果是大肆喧染，將會引起大家側目，不以

為然。 所以『默默行善』、『為善不欲人知』成為一種美德，幾乎就只是一小

部分人，或是小社區，小地方，甚至成為一種傳說。 如此，並不會有拋磚引

玉，勾起大家共鳴之心理。

整個宇宙系統在變化，時代也在變化，我們的思維、行為也必須隨著改變，

所以人類世界也掀起了『改變』的風潮。 當然扶輪社友們也因應潮流，在政策

及作風上必須有所改變。 所以由四大服務改變成五大服務，最重要的就是公共

關係的加強。 扶輪社友們不斷地為人類的公益服務付出，卻因為觀念保守而鮮

為人知，很難引起共鳴。 近幾年來，國際扶輪確定『改變』的政策，注重公共

關係行銷扶輪服務的內容及宗旨，開始得到外界的注目與肯定。 所以會有比爾

蓋茲及美琳達基金會的共鳴。 這就是注重公關形象最好的實例。

期盼各位扶輪社友，繼續發揮你們進來學習、出去服務的精神，為社區、國

家、世界來服務，並不吝把你們服務的成果告訴所有的人，引起社會的共鳴。

新的年度已經開始了，Andy總監有許多的計畫要執行，請大家告訴大家，

協助Andy總監順利完成工作計畫。 今天也邀請多位專家來指導我們如何發展

公共關係及扶輪形象，把扶輪的理念推銷出去。

最後，感謝所有工作伙伴，講師及參加研習會的扶輪先進。 好好把握這一

年，完成今年的工作使命。 因為明年又會有另一個主題，另一個計畫等著我們

去完成。

祝大家  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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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公共關係委員主委
郭道明 P.D.G. Trading簡介

所屬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生化科技

入社時間：76年4月2日

擔任社長年度：1992-1993年度

出生日期：30年3月5日

夫人芳名：郭林美惠

現任公司：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職稱：董事長

公司電話：(02)2966-4100

公司傳真：(02)2965-1166

地區扶輪經歷：

1998-1999年度  地區總監

2002-2003年度  亞洲和平發展社長會議委員會委員、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
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委員、扶輪100週年紀念特別委員
會委員

2003-2004年度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扶輪100週年紀念特別委員會副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
會委員、地區規章詮釋委員會委員、地區顧問委員會

2004-2005年度   地區顧問委員會委員、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規
章詮釋委員、扶輪100週年紀念特別委員會委員                   

2005-2006年度   扶輪基金小組委員會主委、地區轉導新莊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主委、地區諮詢委員
會、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規章詮釋委員委員

2006-2007年度   地區諮詢委員會、地區委員會副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副主委、鼓勵出席國際年
會委員會主委

2007-2008年度   地區領導人訓練委員會主委

2008-2009年度  代表RI社長出席菲律賓3810地區地區年會

2008-2009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國際年會提案委員會主委、地區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2009-2010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地區國際年會提案委員會主委

2010-2011年度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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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的力量

全球政經局勢瞬息萬變，政經界領袖都在思考要透過更多交流與對話，創造國際與
人際間更多信任，以達成更多因為合作帶來的美好成果。國際扶輪也順應時勢，這幾
年來，公共關係已成為我們扶輪擴展的重要課題之一，誠如大家都知道不僅我們熱愛
的扶輪機構需要行銷，個人、公司、非營利組織，甚至政府機構都需要行銷，因為現
在是個變化快速的時代、超競爭的世紀，也是個資訊多元的時代，如何做好扶輪公共
關係，而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服務效果，這也是大家必須重視的課題。

過去的扶輪是做得多說得少，隨著時代轉變，已經要成為適度對外界說明與分享扶
輪的人道關懷與行善天下的作為，因為透過適度與對的傳播模式，對於增進我們熱愛
的扶輪有正面公共形象的助益。而什麼是「對的傳播模式」呢?就個人見解如下：

其一：掌握分寸，自然為尚：公關應該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行為，因著好的企劃與抓
到一些重要的點(媒體人喜歡稱”梗”)跟地區的新聞記者傳播與佈達採訪訊息與新聞
稿，公益新聞，報導機會很大。

其二：從自己做起，以身作則：形象有一等於一百的效應，扶輪橫跨各行業，日
常在待人接物上謙和有禮，談吐合宜，自然應對，彼此尊重，男的紳士、女的氣質溫
柔，講究職業倫理與道德，平常在事業運作與職場管理上累積好行為和好評價，透過
集合小眾而成的大眾對社會的公共參與和公益服務⋯⋯⋯點點滴滴的累積，這些都是
正面印象的基礎。

策略與方法存乎一心，貴在真心誠意的和裡外人士互動，懂不懂公關與媒體透過學
習都可增進，但是我們希望對社會盡一份心意，那種傻勁與衝勁，用這一點感動也可
以找到許多助力。

方法，很多。今年度的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可謂要成就一個「整合的力量」，透過
「扶輪公共形象的探討」--「尋求政府和非營利組織的合作」--「對電視媒體的體解與
運用--「認識Facebook這個充滿魅力的社群媒體」，各位有心認識與學習公關的扶輪
人將可以從國際扶輪公共形象總協調人梁吳蓓琳R.P.I.C.Pauline、宜蘭縣社會處處長林
世奇、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副秘書長夏道緣、民視節目製作部經理趙善意、地區資訊網
站推廣委員會副主委兼總監月報攝影總監林子傑P.P.Wedding這些跨領域的達人身上與
口中聽到許多難得的專業知識，配合每一場「對焦」的引言人，相信大家一定可以有
一場豐富收穫滿滿的公關洗禮。

參與，全程的參與，各位就會感受到主辦的地區訓練委員會、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
和承辦社—新北市百合社在籌備主委IPP Lisa和P. Amy的帶領下與大家分享的用心、多
元的公關體驗。

2011-2012年度
國際扶輪3490地區公共關係委員主委的話
郭道明 P.D.G.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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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011-2012年
國際扶輪3490地區總監
蕭慶淋D.G. Andy簡介

職 業 分 類：電子零件製造

出生年月日：1954.12.02

所    屬    社：宜蘭西區社

入 社 日 期：1984.8.16(創社社長)

夫            人：李惠娥女士

學            歷：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服 務 機 構：艾歐股份有限公司

職            稱：董事長

通    訊    處：263宜蘭縣員山鄉坡城路53之5號

電            話：（03）9233808

傳            真：（03）9233800

宜蘭西區社經歷：

1984-1985年度  創社社員、理事、創社社長

1985-1986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6-1987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1987-1988年度  四大考驗主委

1988-1989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9-1990年度  扶輪知識主委

1990-1991年度  台北信義社關係主委 (1990.8.1海外投資退社)

2000-2001年度  聯誼主委(2000.7.1重新入社)

2001-2002年度  理事、新店社關係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03-2004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新店社關係主委、公關主委

2004-2005年度  理事、信義社關係主委、職業服務主委、社長當選人

2005-2006年度  理事、社長

2006-2007年度  理事、GSE主委、高爾夫主委

2007-2008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2008-2009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年度  理事、GSE主委

2010-2011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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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扶輪經歷：

1987-1988年度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1-2002年度  世界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年度  消除貧窮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年度  地區休閒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5-2006年度  地區擴展及增加社員研習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6-2007年度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小姐委員會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年度  總監提名人、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10-2011年度  總監當選人

獎   章：

1985~1986年度  PHF新捐獻人

2004~2005年度  PHF 1顆藍寶石

2005~2006年度  PHF 2顆藍寶石、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1萬元、RI社長獎、101分社長獎、籌辦地區
年會有功獎(第十六屆地區年會接待委員會主委)

2006~2007年度  PHF 3顆藍寶石

2007~2008年度  PHF 4顆藍寶石

2008~2009年度  巨額捐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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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扶輪？扶輪在做些甚麼？我們要如何執行有效的扶輪公關？如何在推

動公關計畫的領域中提升扶輪形象？

今年的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在Lisa主委及Charles精心策劃下，特別安排了國

際扶輪公共形象總協調人R.P.I.G.C.Pauline，為我們「從全球扶輪公共形象的

推動，看執行扶輪公關的策略與方法」做精闢的專題演講。另外，也邀請到宜

蘭縣社會處處長林世奇先生，從政府的角度為我們談「與政府合作推行社會服

務計劃」。還有邀請世界地球日台灣召集人，也是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副秘書長

夏道緣先生，從民間角度為我們談「引進非營利組織，尋求更多民間的合作計

劃」。另外，民視節目製作部經理趙善意先生從媒體的角度為我們講述「運用

電視媒體，創造行善故事」。最後，再由我們的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副主

委兼總監月報攝影總監P.P.Wedding跟大家介紹目前最夯、最新的電子媒體話題

「Facebook」。課程生動活潑，希望能帶給各位扶輪社友最大的收穫；讓大家

學習有效的公關方法並善加利用，期使扶輪公關的工作更臻落實。

社員發展是扶輪重要的工作目標，公共關係是扶輪重要的工作途徑。扶輪

乃國際性的優質社團，多年來扶輪所做的社區服務、職業服務、國際服務，以

及對青年朋友們所做的青少年服務計劃等等。如何將好的服務工作賡續執行？

如何將優質的社團透過電子媒體、資訊網路、雜誌宣傳等等的公共媒介向社會

行銷推廣？讓社會大眾認識與認同扶輪、讓更多富有熱情及愛心的夥伴參與，

是身為扶輪公關所要共同努力與維護的重要課程。扶輪需要改變、需要跟上潮

流，扶輪擁有的正面公共形象需要讓世人瞭解。只要我們瞭解媒體的需求、媒

體的作業方法及其習性，就能夠掌握媒體、善用媒體資源達到宣傳的目標。

最後，感謝主辦社新北市百合社，及協辦單位全體社友的辛勞。

Andy謹獻上誠摯的敬意！

2011-2012年
國際扶輪3490地區總監
蕭慶淋D.G. Andy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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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扶輪— 從全球扶輪公共形象的推動，
  看執行扶輪公關的策略與方法
  引言人—郭道明P.D.G.Trading 簡介

經 歷：台北縣進出口公會理事長

現 任： 愛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長、板信商業銀行常務董事、

扶輪經歷：

1999-1993年度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1998-1999年度 國際扶輪第3490地區 地區總監

2008-2009年度  國際扶輪3810地區 (馬尼拉)

                           地區年會  RI社長代表

2008-2009年度  國際扶輪台灣前總監協會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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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扶輪— 從全球扶輪公共形象的推動，
 看執行扶輪公關的策略與方法
 主講人—梁吳蓓琳R.P.I.G.C.Pauline 簡介

現    職：達豐公關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

學    歷： 美國史丹福商學研究所高階主管研習

                美國杜蘭大學企管碩士

扶輪經歷：

1991-1992年度  3480地區台北芙蓉扶輪社創社社員

1992-1993年度  3480芙蓉扶輪社副社長

1993-1994年度  3480地區芙蓉扶輪社社長

                            RI 台北國際年會文宣推廣委員會委員

                            RI台北國際年會接待服務處委員會委員

1994-1995年度  3480地區公關委員會委員

1995-1996年度  3480地區總監特別代表（輔導成立長春扶輪社）

1996-1997年度  3480地區助理秘書

1998-1999年度  3520地區北安扶輪社創社社長

1999-2000年度  3520地區助理秘書

2000-2001年度  3520地區副秘書、地區公關主委

2001-2002年度  3520地區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02-2003年度  3520地區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地區講習會委員會主委

2004-2005年度  3520 地區總監當選人RI社長當選人來訪阜際會議籌備主委

2005-2006年度  3520地區總監、台北百週年社長慶祝會議RI Glenn E. Estess社長Aide          

2006-2007年度  RI公共關係資源小組副總協調人

2007-2008年度  RI公共關係資源小組副總協調人、吉隆坡研習會DGN研習營講師 

2008-2009年度  RI公共形象資源小組副總協調人、 地區訓練主委

2009-2010年度  RI公共形象資源小組總協調人

2010-2011年度  RI公共形象資源小組總協調人

                   RI 國際研習會 Training Leader

2011-2012年度  RI公共形象協調人 (RPIC) 總協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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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21



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研習會】政府—與政府合作推行社會服務計劃

  引言人—黃錦璋P.P.China 簡介

生日：1952.6.6.

學歷：省立羅東高級工商職業學校畢業

社內職務：

1989-1990年度  羅東西區扶輪社創社社員

1990-1991年度  職業服務委員

1991-1992年度  出席主委

1992-1993年度  理事、秘書

1993-1994年度  理事、職業發展主委

1994-1995年度  職業成就主委

1995-1996年度  社友夫人聯誼主委

1996-1997年度  公共關係主委

1997-1998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98-1999年度  理事、社長當選人、社務服務主委

1999-2000年度  理事、社長

2000-2001年度  理事、社會服務主委

2001-2002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節目主委

2002-2003年度  雜誌主委

2003-2004年度  職業分類主委、社員成長主委

2004-2005年度  職業分類委員、新社友輔導委員、扶輪知識委員

2005-2006年度  職業分類主委、新社友輔導主委

2006-2007年度  兄弟社聯誼主委、新社友輔導主委

2007-2008年度  青少年交換YEP主委

2008-2009年度  扶輪知識主委

2009-2010年度  社員發展主委

2010-2011年度  扶輪知識主委、新社友輔導主委

2011-2012年度  青少年交換YEP主委、社員常任委員會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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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職務：

2003-2004年度  宜蘭縣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2004-2005年度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

2005-2006年度  總監辦事處主任、地區年會籌備主委

2006-2007年度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2007-2008年度  青少年交換YEP委員

2008-2009年度  地區地區獎勵委員會主委、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年度  地區青少年委員會副主委

2010-2011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研習會主委

2011-2012年度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主委、國際青少年交換計畫委員會 (YEP)副主委

基金捐獻：

1997-1998年度  保羅哈理斯之友

1999-2000年度  保羅哈理斯一顆藍寶石

1999-2000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梅花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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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政府—與政府合作推行社會服務計劃

  主講人—宜蘭縣社會處處長林世奇 簡介

所屬社：羅東西區扶輪社

暱    稱：Worker

生    日：1968年11月12日

學    歷：國立中興大學公共行政學系畢業

住    址：羅東鎮中山路2段118號

電    話：(O)9252524.(H)9600947

經  歷：台北市政府環保局 秘書

宜蘭縣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 專員

羅東鎮公所 專員

宜蘭縣政府民政處 處長

現  任：宜蘭縣政府社會處 處長

扶輪簡歷：

2010-2011年度2010年11月3日入社（推薦人：黃錦璋、林聰賢）

2011-2012年度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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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非營利組織

  —引進非營利組織,尋求更多民間的合作計劃(環保篇)

  引言人—陳月足P.P.Rose 簡介

生        日：46年06月01日

所  屬  社：三重南欣社

入社日期：2002年07月01日

職業分類：織帶、鬆緊帶製造

職        稱：全有織造廠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新北市三重區學校志工協會 名譽理事長

                    新北市三重區民俗文化協會 理事長

                    新北市水上救生協會 理事長

                    三重分局警察志工中隊 顧問

                    龍濱里辦公處 秘書

學        歷：玄奘大學 社會工作管理學系

社內職務：

2001-2002年度 理事、節目委員會主委、社刊雜誌委員會副主委、

2002-2003年度 出席委員會副主委、環境保護委員會主委、

2003-2004年度  副社長、理事、社員委員會副主委、社務服務委員會主委、新社友輔導委員會副主委、扶輪義工
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年度 糾察主委、社員發展委員會副主委、服務夥伴委員會主委

2005-2006年度 秘書、新社友輔導委員會主委、職業認識委員會副主委

2006-2007年度 社長當選人、理事、公共關係常任委員會主委、提名委員會主委

2007-2008年度 社長、理事

2008-2009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委員會主委、扶輪家庭委員會副主委、膳食委員會副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
委、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委員會主委、扶青團委員會委員

2009-2010年度 社員委員會主委、扶輪知識委員會副主委、公共關係常任委員會主委、扶青團委員會主委

2010-2011年度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休閒委員會主委、平面媒體促進委員會主委、扶青團委員會委員

2011-2012年度 糾察主委

基金捐獻： 

2001-2002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2-2003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保羅哈里斯

2003-2004年度 永久基金

2004-2005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5-2006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6-2007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2007-2008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2

2009-2010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保羅哈里斯

2010-2011年度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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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非營利組織—

  引進非營利組織,尋求更多民間的合作計劃(環保篇) 
  主講人：夏道緣 Sharlin 簡介

女性/六年級、文化大學政治系畢業

現職：台灣環境資訊協會副秘書長

2011-12 D3490扶輪前受獎人協會節目主委

2011文山青商會環境顧問

道緣的工作假期萬花筒部落格

http：//tw.myblog.yahoo.com/sharlin-workingholdiday

經歷：

2010.4  獲選扶輪社3490地區Group Study Exchange代表，出訪美國Ohio(扶輪社6630)一個月

2009-10 環保署98、99年度推動環境保護有功學校、教師及學生遴選表揚審查委員

2009 7-11第一屆Lohas愛地球徵文評審委員

2008 環保署第17屆全國環境保護模範社區遴選表揚審查委員

2008 第二屆公民新聞獎評審委員

2006-2008 環境新聞編採志工作品評選

2006 辦理公共工程委員會「大自然 小感動」徵件比賽(影像、散文、繪畫)

2006~發起「環境新聞編輯採訪志工培訓」，至今共辦理四屆

2006 辦理環保署「環保達人」徵件比賽

2007文山、萬華、北投、三重、社區大學「我的工作假期」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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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媒體—運用電視媒體,創造行善故事

  引言人—簡郁峰Rtn. Charles 簡介

 31

--- Rtn. Char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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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公共關係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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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

 民視電視公司節目事業群 節目製作部經理

經歷：

1982  [自立晚報]  政治版、地方版、假日版 主編

1984  [國威廣告公司]  企畫撰文

1985  [中華電視公司 CTS]  新聞部 記者、主編

1995  華視新聞撰稿編輯製播電腦系統 管理師

 996  華視新聞部 製作組 製作人、副組長

2000  [民視電視公司 FTV]  新聞部 製作中心主任

2004  民視新聞部 副理、數位電視 台灣交通電視台 台長

2008  民視業務部 經理

1992~2007 中國文化大學新聞傳播學院 兼任教學14年

學歷：

中國文化大學 新聞研究所 碩士

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世新大學之前身) 編輯採訪科 畢業

【研習會】媒體—運用電視媒體,創造行善故事

  主講人—民視節目製作部經理趙善意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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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習會】 新媒體—社群的魅力，Fackbook(臉書)
讚！的連結力

  引言人—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主委
  陳嵩嵐P.P.Song-Nan 簡介

姓    名：陳嵩嵐 （1959生）

夫    人：游美曄女士

所 屬 社：宜蘭扶輪社(2008~2009年度社長)

職業分類：庭園景觀

現    職：森田景觀工程企業社負責人

電    話：03-9328888

E-mail：sen.ten@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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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副主委

總監月報攝影總監  林子傑P.P.Wedding 簡介

所 屬 社：三重北區社

職業分類：肖像照相

服務單位：亞商維珍數位婚紗有限公司

職稱：總經理

地    址：247新北市蘆洲區三民路18號

電    話：02-22816021

傳    真：02-22816020

行    動：0937195213

扶輪經歷：

1999─2000年度  聯誼委員

2000－2001年度  理事、社會服務副主委、出席委員、聯誼委員、節目主委

                              膳食委員

2001－2002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社刊主委、

2002－2003年度  理事 社員委員會副主委 職業發展副主委 友好社關係主委

2003－2004年度  節目委員、職業認識主委

2004－2005年度  雜誌副主委、職業發展副主委、WCS世界社會服務主委

2005－2006年度  理事、節目副主委、

2006－2007年度  社刊副主委、節目主委、WCS世界社會服務副主委

2007－2008年度  副社長、國際服務主委、扶輪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08－2009年度  社長當選人、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雜誌主委

2009－2010年度  第二十屆社長

2010－2011年度  職業服務主委、扶青團主委、環境保護副主委、社刊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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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Guide for 
Effective Rotary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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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nning Guide for Effective Rotary Clu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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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trict Directory   

Manual of Procedure 035-EN  

 
Recommended Rotary Club Bylaws  

 
Rotary Code of Policies Rotary Foundation Code of 

Policies  
 

Standard Rotary Club Co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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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rotary.org

 
Club-District Support - www.rotary.org/support  

 

resourcegroups/task fo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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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1
Global Polio Eradication Initiative 20

99% 2005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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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nnifer Jones               2011/1

Nick
Michael & Shelly Duben 20,000

(Kilimanjaro)  

 - 
 - 

 

15,000
6-7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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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ck Nicklaus Queen Noor
Desmond Tutu (This Close)

 

 

” ”

55 65  

18 Leo 8

-

 

-  -
(LinkedIn)

 

18
6,000

 

850 8 (Rotary inYour Pocket)

 

Ravi Ravindran
2005

60,000
 -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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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201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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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 Andy 
   

 

DS G.M. 
   

 

PDG Trading 

 

 

  

Top Spring  

1  

( NT$40000) 

 

AG Ken-Ta 

 

 

 

 
Waterpik  2  

( NT$6000) 

 

IPP Lisa 

 

 
 

1

( NT$2500) 

 

P.Amy 
  

1.Nikon  1  

2.Canon  1  

3.“  ”

 300  

 

 

  

1.Apple I Pad 2   1  

2.HTC  1  

( NT$35000) 

 

Rtn. Celena 
  

  3  

( NT$5000) 

 

Rtn, Charles 
  

 300 \ 

( ) 

 

P Black 
   

 

CP Stev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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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  R-O-T-A-R-Y 早已聞名世界，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從南到北，由東至西，

He Pro-fi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 服務最多，獲益最大，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  R-O-T-A-R-Y 叫做扶輪社，

R-O-T-A-R-Y is one great fa-mi-ly ;  R-O-T-A-R-Y 像一個大家庭，

Where Friend-Ship binds for man's up-lift, 增進情感，促進友誼，

Where each one strives his best to give ;  各盡己力，服務他人，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叫做扶輪社。

扶輪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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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咱的扶輪社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用真情甲鼓勵 將阮栽培 

愛珍惜 每一個付出的機會 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 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 咱用心做陣行

感謝天 感謝地 感謝大家用真情甲鼓勵 將阮栽培

愛珍惜 每一個付出的機會 人生難得有緣來做伙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 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 咱用心做陣行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人才攏置遮 為著理想 活出新的生命

這是咱的扶輪社 什麼困難攏毋驚 扶輪這條路 咱用心做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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