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獅子會台灣省第五聯合會(300-G1 區) 函
辦事處地址：300 新竹市民生路 193 號 12 樓
聯絡方式電話：03-5311777 傳真：03-5311780
承辦人姓名：蔡純卿
電子郵件信箱：lions300g1@gmail.com
網址：http://www.300g1.org.tw

受文者：如正（副）本所列人員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普通
發文日期：民國 107 年 11 月 01 日
發文字號：（107）川字第 1061 號
附件：

主旨：召開本區第 4 次區務會報，如說明，敬請準時出席，請查照。

說明：
一、時間：11 月 19 日（星期一）下午 3 時 30 分報到，下午 4 時開會。
二、地點：華麗風采宴會館（新竹市中正路 245 號，電話 03-5359898）
三、本次會議輪由第 4 專區曾國書主席統籌策劃，所屬該區之分區主席、
理監事、委員會主席、總監特別顧問、總監特別助理、總監助理、
（名單如附件）共同協辦負擔。

正本：前任總監、副總監、前總監、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監事、
行政幹部、駐區總監特別顧問、總監特別顧問、總監特別助理、
總監助理、專區主席、分區主席、委員會主席、分會會長、講師團
副本: 瑞獅會刊委員會

理事長(總監)

國際獅子會 300-G1 區區務會報承辦注意要點
（1）承辦單位應備事誼：場地布置（開會用及報到用桌椅準備）、開會鐘、萬
國旗、國旗及獅子旗、獅子會歌、單槍投影機及布幕、茶水茶點招待準備
（2）協辦人員名單如下：（含負擔部份餐費等）
NO
姓名
會名
職務
行動電話
1
曾國書 新竹光華會 專區主席
0938-695808
2
郭國基 新竹博愛會 分區主席
0916-332232
3
魏榮彪 新竹光華會 分區主席
0935-288323
4
吳武博 新竹第一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26-396362
5
陳永河 新竹第一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21-182269
6
蔡漢清 新竹第一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10-158166
7
陳永樑 新竹第一會 促進國際分會結盟委員會主席
0922-336666
8
張松泉 新竹第一會 災害意識教育委員會主席
0911-860237
9
李榮勝 新竹博愛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33-010196
10 陳錦燦 新竹博愛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37-139949
11 陳金樹 新竹博愛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10-156838
12 陳福珍 新竹博愛會 趣味運動會委員會主席
0937-137886
13 王 元 新竹博愛會 維護聽力防治教育及行動委員會主席 0935-991779
14 王世澤 新竹博愛會 節目委員會主席
0910-171134
15 范紀
新竹博愛會 新竹市捐血委員會主席
0930-930088
16 金有福 新竹風城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33-263108
17 李玥油 新竹風城會 新會發展委員會主席
0932-111156
18 唐義忠 新竹風城會 登山健行活動委員會主席
0936-305717
19 柯明聰 新竹風城會 理事
0910-170399
20 藍文鍾 新竹風城會 英語推廣委員會主席
0932-176646
21 曾明清 新竹風城會 青少年(獅子會塑造青少年機會)委員會主席 0932-118085
22 戴志鴻 新竹網路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75-035151
23 張珮玲 新竹網路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73-883338
24 陳惠敏 新竹網路會 救濟飢餓委員會主席/理事
0911-012977
25 張錦來 新竹光華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39-949695
26 韋王文 新竹光華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27-203399
27 吳武吉 新竹光華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23-884288
28 彭培鈿 新竹光華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52-128339
29 蘇世藩 新竹光華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31-297695
30 李守豐 新竹光華會 和平海報比賽委員會主席
0955-582009
31 邱振昌 新竹光華會 文化及社區活動委員會主席
0912-532798
32 曾明發 新竹光輝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32-112946
33 吳金樺 新竹光輝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32-527701
34 張汯翰 新竹光輝會 總監助理
0935-588969
35 謝建民 新竹光輝會 兒童癌症委員會主席
0933-743539
36 莊鍊雄 新竹光耀會 總監特別顧問
0933-086602
37 魏博元 新竹光耀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32-177072
38 張以聖 新竹光耀會 總監特別助理
0936-156233
39 江福來 新竹光耀會 監事
0936-100245
40 陳信安 新竹光耀會 慢壘運動委員會主席
0937-155999
41 何惠騏
新韻會 總監助理
0982-984038
42 陳沛涵
新韻會 歌唱比賽委員會主席
0932-11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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