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 300G2 區 2018-2019 年度敘獎名單 

◎金獅獎 
博愛會、萬壽會、坪頂會、桃園第一會、大溪會、愛心會、快樂會、光暉會、成功會 

龍翔會、中央會、辰威會、大園會、中山會、中正會、正義會、鳳凰會、慈文會 

如意會、皇家會、武陵會、和平會、慈雲會、同心會、仁翔會、壢民會、仁愛會 

新興會、世同會、遠東會、群英會、百合會、龍鳳會、仁友會、牡丹會、莊敬會 

芙蓉會、大誠會、首席會、大有會、自在會、真愛會、仁和會、龜山會、長榮會 

龍壽會、傳承會、八德會、復興會、中華會、桃德會、八德女獅、四維會、大安會 

德民會、禎聯會、蘆竹會、蘆竹女獅、五福會、陽光會、驕陽會、中壢會、壢友會 

龍興會、華勛會、中壢女獅、鳳翔會、內壢會、天使會、壢青會、中原會、桃園女獅 

龍潭會、中興會、龍泉會、星辰會、喬治雅、双源會、海華會、青昇會、一路發會 

平鎮會、巾幗會、自強會、菁英會、忠義會、聖德會、玉山會、聯邦會、楊梅會 

埔心會、信義會、楊梅女獅、新屋會、觀音會、觀音女獅、南崁會、大竹會、大家會 

六都會、南崁女獅、大嵙崁會、虎頭山、源園會、大同會、拉拉山會、亞太會 

泰山會、群悅會、蘋果網路、大展會、青埔會、桃仲公益、創意網路會、大展女獅 

鑽石會、展翔會、領航會、翔合會 

◎健全會務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百合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辰威會 

第五名：群英會 

第六名：成功會 

◎配合區務獎 
第一名：辰威會 

第二名：成功會 

第三名：大展女獅 

第四名：百合會 

第五名：蘆竹會 

第六名：蘆竹女獅 

◎捐獻國際基金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百合會 

第三名：仁和會 

第四名：大竹會 

第五名：博愛會 

第六名：天使會 



◎兒童癌症防治宣導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辰威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中正會 

第五名：同心會 

第六名：百合會 

◎兒童視力第一獎 
第一名：大家會 

第二名：蘆竹女獅 

第三名：蘆竹會 

第四名：辰威會 

第五名：同心會 

第六名：慈雲會 

◎防癌、慢性病及各種疾病篩檢及教育宣導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蘆竹女獅 

第三名：萬壽會 

第四名：龜山會 

第五名：百合會 

第六名：大嵙崁會 

◎青少年法治教育宣導獎 
第一名：百合會 

第二名：群英會 

第三名：自在會 

第四名：慈文會、蘆竹會 

第五名：遠東會 

第六名：慈雲會 

◎愛滋、毒品、菸害防治教育宣導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百合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遠東會 

第五名：群英會 

第六名：自在會 



◎捐贈本市內貧戶及弱勢團體救濟活動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辰威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同心會 

第五名：鳳凰會 

第六名：德民會 

◎清寒勤學獎助學金表揚獎 
第一名：如意會 

第二名：辰威會 

第三名：成功會 

第四名：忠義會 

第五名：蘆竹會 

第六名：同心會 

◎全民防詐騙宣導活動獎 
第一名：蘆竹女獅 

第二名：蘆竹會 

第三名：龜山會 

第四名：百合會 

第五名：南崁會 

第六名：群英會 

◎CPR 急救訓練活動獎 
第一名：蘆竹會 

第二名：成功會 

第二名：南崁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同心會 

第五名：大竹會 

第六名：慈雲會 

◎保護環境宣導活動獎 
第一名：中正會 

第二名：群英會 

第三名：蘆竹女獅 

第四名：蘆竹會 

第五名：南崁會 

第六名：百合會 



◎閱讀行動獎 
第一名：辰威會 

第二名：南崁會 

第三名：忠義會 

第四名：自在會 

第五名：慈雲會 

第六名：蘆竹會 

◎糖尿病防治宣導獎 
第一名：蘆竹女獅 

第二名：蘆竹會 

第三名：真愛會 

第四名：皇家會 

第五名：如意會 

第六名：自在會、大嵙崁會 

◎捐血活動(總量)獎 
第一名：觀音會 

第二名：成功會 

第三名：鳳凰會 

第四名：群英會 

第五名：百合會 

第六名：壢青會 

◎捐血活動(均量)獎 
第一名：一路發 

第二名：新屋會 

第三名：鳳凰會 

第四名：芙蓉會 

第五名：忠義會 

第六名：龍潭會 

◎專區主席卓越領導獎 
第一專區主席：林廖松 

第二專區主席：許國保 

第三專區主席：簡天諒 

第四專區主席：林政賢 

第五專區主席：葉順英 

第六專區主席：周世源 

第七專區主席：楊秋聲 

第八專區主席：張世欣 



◎專區主席卓越領導獎 
第九專區主席：陳慶鍊 

第十專區主席：莊平鉅 

第十一專區主席：劉桂珠 

第十二專區主席：許健一 

第十三專區主席：陳巧宜 

第十四專區主席：彭國樑 

第十六專區主席：莊育才 

◎分區主席卓越領導獎 
第一分區主席：陳勝利 

第二分區主席：楊茹麟 

第三分區主席：陳金清 

第四分區主席：劉銘翔 

第五分區主席：陳金匙 

第六分區主席：楊嘉俊 

第七分區主席：王正志 

第八分區主席：彭琳筑 

第九分區主席：李芷萱 

第十分區主席：白貿錡 

第十一分區主席：黃美玲 

第十三分區主席：林紹楠 

第十四分區主席：賴國安 

第十五分區主席：徐燕雪 

第十六分區主席：董  磊 

第十七分區主席：呂鎮祺 

第十八分區主席：鄒秀鳳 

第十九分區主席：劉珍榮 

第二十分區主席：曹典建 

第廿一分區主席：曾繁欽 

第廿二分區主席：李竣豪 

第廿三分區主席：黃馨儀 

第廿四分區主席：楊培章 

第廿五分區主席：孫熙寧 

第廿六分區主席：蕭雲祥 

第廿七分區主席：林明生 

第廿八分區主席：門宇庭 

第三十一分區主席：吳聲威 

第三十二分區主席：黃瑞姬 



◎委員會主席卓越獎 

年會委員會主席：許峻程 

領導發展委員會主席：胡耀輝 

獅友趣味運動委員會主席：葉春穀 

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席：李朝淙 

分享視覺(視力第一)委員會主席：高國樹 

救濟飢餓(關懷弱勢)委員會主席：李駿宏 

保護環境(植樹)委員會主席：廖達助 

閱讀行動委員會主席：楊誼宏 

青少年和平海報委員會主席：翁旻佑 

青少年YCE交換委員會主席：楊福斌 

會員暨家庭會員發展委員會主席：張新銘 

新會發展委員會主席：范瀞予 

關懷長青委員會主席：唐袁文惠 

敘獎委員會主席：呂蕙如 

禮儀委員會主席：何素卿 

接待委員會主席：邱坤德 

攝影活動推廣委員會主席：黃賜祿 

優良勤學獎助學金委員會主席：楊淑珠 

捐血委員會主席：許更生 

青少年反毒、反飆車委員會主席：蕭家權 

糖尿病防治委員會主席：周矢綾 

遠東年會推廣委員會主席：藍正銘 

羽球委員會主席：陳寶猜 

歌唱委員會主席：游振富 

資訊管理委員會主席：楊文水 

游泳委員會主席：黃裕舜 

綠能環保委員會主席：楊岡順 

◎委員會主席傑出獎 
章程修訂委員會主席：彭政銘 

會員保留委員會主席：潘文慶 

女獅發展委員會主席：鍾雅雯 

校園分會委員會主席：郭明華 

青少獅委員會主席：林志成 

國際關係委員會主席：黃永賢 

客家文化推廣委員會主席：彭俊豪 

獅子大學教育委員會主席：劉貞君 

會籍資料整理委員會主席：吳碧華 



◎委員會主席傑出獎 
獅子會行銷委員會主席：呂學俊 

青少年法治教育委員會主席：呂正男 

落實倫理道德委員會主席：周呂見金 

關懷原住民委員會主席：曾國烽 

關懷婦幼委員會主席：邱麗美 

護目防盲委員會主席：彭治平 

關懷兒童服務委員會主席：莊芸妘 

關懷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席：賴春蓮 

婦女防癌委員會主席：藍玉裡 

防範濫用藥物委員會主席：陳敬吾 

預防憂鬱症委員會主席：邱顯昌 

災害急難救助委員會主席：羅國湧 

災害警覺委員會主席：藍裕棋 

CPR急救訓練委員會主席：張秀蓮 

秩序委員會委員會主席：邱裕文 

全民防詐騙委員會主席：曹添來 

軍獅關係委員會主席：徐贊鎬 

活動企劃委員會主席：陳禺之 

防災計劃委員會主席：鄧金香 

關懷身心障礙委員會主席：呂青情 

警消關係委員會主席：林讓助 

團康活動委員會主席：陳曉蓉 

守時委員會主席：呂清泉 

棒球發展委員會主席：林麗敏 

資源再生委員會主席：羅志禮 

環保節能減碳委員會主席：鄭萬得 

維護聽力委員會主席：陳萬金 

掃除文盲知識成長委員會主席：周致宏 

獅子家庭關係委員會主席：王秀雲 

促進兩岸交流委員會主席：黃文進 

義交義消志工委員會主席：楊成雙 

登山委員會主席：莊士勳 

孩童課後輔導委員會主席：鄭清木 

獅友二代聯誼會主席：鄭乃木 

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席：蔡宜芳 

人際關係委員會主席：陳武君 

兒童癌症委員會主席：陳天義 

航空城活動委員會主席：陳春弘 



◎委員會主席傑出獎 
同鄉會發展委員會主席：陳明進 

里民發展委員會主席：邱愛香 

關懷銀髮族委員會主席：吳麗華 

城鄉發展委員會主席：劉邦德 

健行委員會主席主席：簡文金 

◎講師績優獎 
團    長：許月娥 

榮譽團長：李春榮、葉國義、賴明玉、黃兆喜、鄭碧娥、宋銀定 

副 團 長：周玉霞、林永明、丁秀子、林靜華、吳軍毅 

講  師：邱贊因、林女都、趙玉華、蕭毓中、簡長慰、張生圓、展小如、吳米蘭 

詹美珍、林廖松、陳禺之、邱裕文、李添丁、呂祥瑞、邱創淇、李美枝

陳暐盛、邱美華、蕭素慧、陳辭先、趙水泉、呂振銓、蔡至亨、陳貴棠

彭士益、陳麗君、黃榮茂、郭天立、楊成雙、孫熙寧、白貿錡、潘文慶

陳曉蓉、陳秀玉、胡耀輝、劉家木、陳文政、金保福、李騏霖、門宇庭

高青莉、黃美雲、陳哲男、劉貞君、陳献仁、陳巧薇、黃美玲、陳新滿

江明怡、房麗珠、許碧雲、金怡文 

◎發展新會獎 
成功會、華勛會 

◎ 分會幹部獎項 

會 名 傑出會長獎 最佳秘書獎 最佳財務獎 最佳連絡獎 最佳總管獎

博愛會 林原呈 李總縯 林丕汴 謝世民 劉彥谷 

萬壽會 張瀚天 卓志炯 黃超臣 張育滕 熊昭明 

坪頂會 陳建宅 黃哲宏 鍾春誠 李明祥 羅志明 

桃園第一 方輝雄 戴聖義 徐榮志 張瑞雄 江衍志 

大溪會 張逢銘 陳明源 黃錦華 林靖昌 鄭天永 

愛心會 李文瑞 陳兆維 吳榮桂 陳建村 陳國清 

快樂會 陳敬賢 曾玉慧 余玉蟬 陳偉軍 王誠毅 

光暉會 黃 薇 郭异馨 吳麗惠 沈秀梅 林美娟 

成功會 劉木榮 葉健昌 杜建成 王桂芙 洪國佑 

龍翔會 蘇淑宜 丁證修 王俊明 陳怡蓁 吳雲龍 

中央會 杜炳鐘 許祐嘉 郭水雨 呂榮斌 江涵龍 

辰威會 官淑芬 劉豔榛 巫貴春 林儷絨 呂月秀 

大園會 郭啟展 蔡定綸 曾華地 許金銅 吳春發 

中山會 徐梅芬 沈邱阿柑 許秀宜 許玉桂 胡考寧 

中正會 楊章德 王文邦 蕭豐益 楊博雄 呂文聰 
 



會 名 傑出會長獎 最佳秘書獎 最佳財務獎 最佳連絡獎 最佳總管獎

正義會 何秋鳳 莊茂雄 簡朝明 曾文隆 姚惟炎 

鳳凰會 邱桂秋 許妤柔 陳秀玉 張麗卿 傅春娥 

慈文會 江福蔭 王建弘 徐玉筠 陳煥綸 沈永豐 

如意會 王宜婕 王秀雲 楊彩珠 呂佳紋 林美蘭 

皇家會 林惠蓉 胡緯玲 江淑卿 呂依玲 范芊屏 

武陵會 曾長郎 莊文成 許高勝 楊世弘 簡琨燁 

和平會 蕭長生 郭玉燕 蕭金塗 楊宏康 呂學棕 

慈雲會 馬麗英 展小如 謝瑾瑤 謝慧貞 詹琇瑛 

同心會 李家銘 黃俊榮 林禮義 簡長慰 林國智 

仁翔會 李麗卿 吳宜蓁 陳澤閎 白哲宇 蔡肇中 

壢民會 梁瑜芬 張靜如 陳佑易 邱吉豪 王錦松 

仁愛會 林振群 陳輝得 黃志祥 曾 光 李詩財 

新興會 邱奕蔚 潘慶雄 連明山 鄭文益 呂記華 

世同會 黃明芳 李紫彤 陳寶慧 蔡明煌 蕭獻彬 

遠東會 呂文顯 黃義章 吳巡堂 林東彥 陳  朝 

群英會 吳菜園 楊春蘭 傅紀仲 謝嘉軒 蘇韻雯 

百合會 林于芩 林靜慧 蔡婉梅 楊雅玲 秦慧臻 

龍鳳會 李承運 呂昆璟 吳淵龍 陳祈羽 邱振宇 

仁友會 阮進福 董至恒 劉祁宏 楊登皓 許文豐 

牡丹會 吳芊凡 莊阿勉 阮呂月秀 陳宥汝 林采芯 

莊敬會 巫峻德 林俊賢 詹秉浩 林智偉 呂佳霖 

芙蓉會 柳佳紋 方麗湘 張雨婷 賴邱玉居 宋世芳 

大誠會 李昭磊 林俊斌 楊定然 郭昱廷 吳柏毅 

首席會 何合宏 彭聖忠 林沛慈 何忠根 吳永承 

大有會 楊志仁 陳沅旻 黃志清 吳宙霖 王耀徵 

自在會 許珮茹 黃泳玲 劉碧華 陳玉鈴 翁素鑾 

真愛會 劉金鳳 簡楷蓁 范筱薇 劉家慈 劉麗萍 

仁和會 林建平 黃琡媛 黃美娥 詹宸誌 莊瑞峰 

龜山會 高萬得 劉貴足 謝麗玲 劉貴枝 江董正 

長榮會 簡金桐 李阿石 林泰洲 胡水源 蕭青杉 

龍壽會 蕭育民 黃薪峰 王乾慶 何美說 余秀琴 

傳承會 詹涵雲 詹曜瑞 曾慧兒 劉哲維 陳建宏 

八德會 莊福順 詹長欽 呂清泉 葉志誠 吳衍派 

復興會 范玉雪 呂淑玲 許志雄 賴瑞美 呂香儀 

中華會 呂明璋 吳軍毅 徐雪惠 劉素珍 吳榮哲 

桃德會 黃世偉 林佳良 蔡新沛 江志豪 洪宏霖 



會 名 傑出會長獎 最佳秘書獎 最佳財務獎 最佳連絡獎 最佳總管獎

八德女獅 林意芬 康素呅 謝月琴 邵曙芬 林碧涵 

四維會 呂瑞凰 危秋玲 林藝臻 林雅雯 李瑞芬 

大安會 陳上棟 簡文通 呂學慶 謝俊摸 李慶峻 

德民會 王芊又 徐永川 王亭方 蔡淑君 楊淳富 

禎聯會 李葳禎 侯潮清 游如玉 徐嘉鴻 陳威坤 

蘆竹會 關慶豐 詹沅融 汪文仲 吳信霖 盧廷瑞 

蘆竹女獅 胡家雯 蘇伶妃 林秝姍 楊惠雯 陳淑娟 

五福會 蘇文郁 陳育平 張李勇 羅仕聖 林智勳 

同德會 羅劉秋旺 陳俊仁 謝昕穎 呂紹漳 何宜蓁 

陽光會 簡上加 葉時達 林世郎 高德璋 吳文勇 

驕陽會 李庭耀 邱冠中 李俊緯 鄭益維 呂韋霆 

中壢會 張世源 許賢春 羅奕翔 蘇信榮 黃文吉 

壢友會 蘇冠潔 吳秋容 邱秀騰 黃清花 邱秋香 

龍興會 江衍志 藍華霈 林顯通 張煥文 余成勇 

華勛會 陳文煜 唐台輝 蘇進義 羅慶城 施慶達 

中壢女獅 高楷媃 李千嬌 陳紫婕 詹雅如 黃卉禎 

鳳翔會 陳烱亮 張維哲 朱美娟 黃明翎 陳紹中 

內壢會 鄭銘河 彭德海 陳清安 李彥希 吳蕭恭 

天使會 簡麗月 曾美鳳 李瑞春 王韻嘉 李美枝 

壢青會 朱清正 邱創淇 邱俊榮 張明發 潘文慶 

中原會 李文玉 黃志誠 黃正耀 向雲飛 徐明福 

桃園女獅 林春香 吳米蘭 許文潔 黃慧珠 黃怡瑞 

龍潭會 李明芳 孔翊麟 游正崇 邱運榮 李子斌 

中興會 廖智賢 張克誠 洪誌隆 鄭世恭 黃明盛 

龍泉會 陳 駿 朱日盛 古振隆 曾學明 黃功保 

星辰會 黃政雄 陳新滿 陳汪鳳英 江明怡 雷應世 

喬治雅會 黃慧琳 林菊美 陳壹明 梁華然 江素津 

双源會 鄒清宇 金憲彬 葉倚禎 吳華美 黃紹銓 

海華會 蔡承宏 楊明霖 林展祺 沈宜宏 史原畇 

青昇會 林喬竣 劉正揚 陳映璇 湯武斌 趙偉傑 

一路發 曾盛宗 蔡志烽 曾德晁 林青毅 吳正裕 

平鎮會 黃建彰 劉貴華 張福全 李瑞榮 朱憲權 

巾幗會 陳秀龍 趙蕙敏 張惠碧 廖睦榕 林淑媚 

自強會 覃章清 杜仁豪 劉得鈺 吳信豪 黃榮宗 

菁英會 陳憲威 曾國銘 彭思婕 袁美華 劉世啟 

忠義會 劉竹聲 陳家淵 謝華英 張志忠 林� 圳 



會 名 傑出會長獎 最佳秘書獎 最佳財務獎 最佳連絡獎 最佳總管獎

聖德會 王德坤 徐國浩 梁文忠 張金球 游輝慶 

玉山會 鄭錦順 黃源萍 許耀日 洪敏忠 彭奎鳴 

聯邦會 廖政龍 蔣宇廷 羅新田 黃欄檥 曾隆田 

楊梅會 范雲讚 傅昭端 許鴻勛 古博尚 古重良 

埔心會 蔡奉文 曾俊榮 張金木 范姜宜聯 江國強 

信義會 謝文梹 梁維坤 彭盛祥 李雙福 葉雲鈞 

楊梅女獅 李景蓉 范家蓁 羅秀琴 蕭秋榛 陳素甘 

新屋會 高偉翔 葉育辰 江文凱 徐列坪 林乾正 

觀音會 葉清芳 錡光旭 吳武榮 許宏偉 陳國志 

忠孝會 陳英偉 楊校忠 李東璋 楊鐘霖 劉家毓 

觀音女獅 邱淑玲 陳淑惠 曾陳玉枝 謝淑卿 梁瑞雲 

南崁會 張魁倫 陳敬堯 陳俊元 徐正興 黎忠隆 

大竹會 曾仲傑 林清雄 黃雯毓 李訓文 陳明智 

大家會 黃江龍 劉仁廷 李衍慶 高基富 吳聲洋 

六都會 賴晟偉 譚曼均 王淑玲 鄭愛玲 黃俊偉 

南崁女獅 陳阿嬋 王心玲 鍾尹敏 劉聖貞 蔡宜珍 

大嵙崁會 郭科廷 黃朝舜 呂秀珍 吳念庠 陳冠澈 

虎頭山 羅君豪 游明富 蘇渝琇 文俊德 李達三 

源園會 楊文榮 陳立霖 梁鴻傑 張樹林 李俊範 

大同會 謝進添 鐘婉綺 陳玉蘭 陳正修 蕭雪蓉 

拉拉山會 周坤榮 吳增林 李君慧 吳嘉棟 黃發肇 

亞太會 程隆堯 李銘德 賴明正 陳嶧宏 林揚凱 

泰山會 藍錫山 史永昌 溫世霖 呂宗諺 伍蔚林 

群悅會 黃若栩 馬靜涵 黃仲虎 王書芬 陳慧欣 

蘋果網路 許家溱 林敬堯 馮文正 王湧仁 姚美始 

大展會 張連發 石治平 呂育宏 林俊良 張焯然 

青埔會 袁金榮 魏揚軒 林玉娟 余淑媚 劉建福 

桃仲公益會 吳江中 吳佳鴻 彭成智 廖照婷 林青和 

創意網路會 陳明宏 張蓬權 江世同 劉巧玲 蕭檉譁 

大展女獅 游翠娥 陳麗君 羅惠伶 莊明華 簡珮君 

鑽石會 溫光淇 李美珍 溫家雲 陳玟璇 古永城 

展翔會 游胤睿 謝玉玲 王裕翔 王派忠 楊智皓 

領航會 賴炳金 楊淑芬 吳明忠 黃詩驊 陳德隆 

翔合會 林全勇 廖瑞雲 陳進國 周慧曈 陳文祥 

 



◎ 國際基金捐獻獎 
博 愛 會： 黃廖全 陳勝利 趙令訓 鄭永和 游俊傑 陳克難 黃正田 李總縯
博 愛 會： 林丕汴        
萬 壽 會： 許 銅 張瀚天       
坪 頂 會： 林讓助 蔡明仁 陳建宅 陳志成     
真善美會： 鄧金香        

桃園第一會： 林廖松 吳正宗 沈秋煌 方輝雄 林顯松 鄭世寶 邱進華 謝照明
桃園第一會： 黃吉雄 高智峰       
大 溪 會： 楊仲宇 張逢銘 藍正銘 張明宏 楊成雙    
愛 心 會： 李文瑞 許王好 簡意玲      
快 樂 會： 楊茹麟 陳敬賢 牟騰烊      
光 暉 會： 王品嬅 陳麗玲 郭异馨      
成 功 會： 陳金清 劉木榮 楊子青 陳天義 杜建成 陳敬吾 錢高灣 陳志榮
龍 翔 會： 詹美珍 陳世忠 林女都 賴春蓮     
中 央 會： 葛木村 杜炳鐘 王志忠      
辰 威 會： 許李金秋 鍾貴珍 吳月霞 鄭秋明 何素卿 吳文琳 劉豔榛 官淑芬
辰 威 會： 巫貴春 丁秀子 藍玉裡 蘇佩華 吳月英 郭明華 林儷絨 周矢綾
辰 威 會： 陳美津 徐游桂裡 郭美瑩      
大 園 會： 郭啟展 劉銘翔       
中 山 會： 徐梅芬 莊育維 李玉蘭      
中 正 會： 楊章德 呂文聰 李添丁 羅至仁 陳枝萬    
正 義 會： 許國保 魏輝鵬 何秋鳳 簡朝明 姚惟焱 陳阿寶 莊茂雄  
鳳 凰 會： 陳金匙 黃簡美桂 邱桂秋 傅春娥 柯麗琴 周遠珠 藍淑媚 周寶琴
鳳 凰 會： 陳秀玉 許碧雲 黃秀盆      
慈 文 會： 江茂寅 江福蔭 游鈞峰 許清松 蔡清江    
如 意 會： 王秀雲 金怡文 楊淑珠 呂佳紋 周綉燕 陳寶猜 錢品君 趙東琳
如 意 會： 蘇容嫻        
皇 家 會： 劉張秀蓮        
武 陵 會： 簡天諒 曾長郎       
和 平 會： 簡旭旗        
慈 雲 會： 展小如        
同 心 會： 藍裕棋 簡長慰       
壢 民 會： 楊嘉俊        
仁 愛 會： 王正志        
新 興 會： 邱奕蔚 鍾文生 曾志華      
世 同 會： 黃明芳 王科元       

遠 東 會： 林政賢 蔡阿南 許盛和 翁旻佑 楊福斌    

群 英 會： 吳菜園 彭琳筑 楊岱樺 楊春蘭 周呂見金 莊芸妘 劉品萱  

百 合 會： 楊雅玲 林靜慧 胡美玉 簡束娥 牟曉玲 徐美玉 陳祝華 鄭惠恩

百 合 會： 杜珮瑜 詹婧彣 林鳳英 林于芩     

仁 友 會： 阮進福        

牡 丹 會： 李芷萱 吳芊凡       

莊 敬 會： 巫峻德        

芙 蓉 會： 葉順英 陳巧薇 柳佳紋 陳曉蓉 魏淑蓮 李怡雯 葉玲芬  



◎ 國際基金捐獻獎 
大 誠 會： 游世宇 李錫義 許燦堂 賴全義 馮懷忠 蔣復興 蔡德隆 呂聰財

大 誠 會： 鄭徽德 林秉豪 邱昱廷 陳啟聰 黃展翊 林俊斌 陳天一 吳明嵩

大 誠 會： 李進炎 莊倉永 胡明川 謝坤岳 楊定然 施純偉 吳柏毅 王文全

大 誠 會： 李昭磊 白貿錡       

大 有 會： 林高雄 楊志仁 蕭毓中 邱志揚 丁諒發    

自 在 會： 許珮茹 翁素鑾 江陳淑敏 廖麗華 陳珮柔    

真 愛 會： 劉金鳳 陳秀玉 簡美令      

仁 和 會： 陳辭先 詹益帆 林建平 趙水泉 黃美玲 黃美雲   

龜 山 會： 陳禺之 高萬得 洪秋絨      

長 榮 會： 周世源 簡金桐       

龍 壽 會： 蕭育民 余秀琴       

八 德 會： 吳建忠 莊福順 石朝捷 蘇俊宇 葉志誠 詹長欽   

復 興 會： 林紹楠 劉惠娟 范玉雪 盧麗花     

中 華 會： 吳軍毅        

桃 德 會： 林平湧 謝 森 李樹茂 黃世偉 江志豪 葉志豪 游啟傑 柯清貴

桃 德 會： 鄭文聰 蔡昆龍       

八德女獅： 陳寶珠 林意芬 廖美蓉      

四 維 會： 楊秋聲 呂瑞凰 黃福添 游源日 許輝仁    

大 安 會： 蕭家權 陳上棟 賴國安 簡文通 范姜鈞照 黃金福 王茂農 許忠義

德 民 會： 王芊又 邱顯昌 邱裕文      

蘆 竹 會： 孫銘助 李駿宏 趙永源 曾鴻霖 王金榮 李朝淙 關慶豐 李新海

蘆 竹 會： 陳宇誠 許力友       

蘆竹女獅： 胡家雯 呂蕙如 徐燕雪 蔡佩穎 游玉如 王麗美 張淑玲 陳亮采

五 福 會： 蘇文郁 張世欣       

陽 光 會： 劉志明        

驕 陽 會： 李庭耀 董 磊       

中 壢 會： 李盛春 黃裕舜 胡耀輝 葉國忠 呂鎮祺 李松清 莊垂錦  

壢 友 會： 唐袁文惠 黃淑札 蘇冠潔 詹顏汪妹 范瀞予 林玉桂   

龍 興 會： 游振富 江衍志 楊豐益 李霄宇     

華 勛 會： 陳文煜 施慶達 羅慶城 林照嵐     

鳳 翔 會： 陳烱亮        

內 壢 會： 鄭銘河 楊岡順 林晉暉 彭德海     

天 使 會： 簡麗月 鄒秀鳳 李美枝 邱鳳亭 劉梅蘭 賴明玉   

壢 青 會： 潘文慶 廖千鐘 李寧協 曹添來     

中 原 會： 李文玉 呂祥瑞 鄭如明 陳慶鍊     

桃園女獅： 吳米蘭        

龍 潭 會： 柳福來 李明芳       

中 興 會： 莊平鉅 廖智賢 徐進益 鍾肇坤 許志光 李清川   

 



◎ 國際基金捐獻獎 
龍 泉 會： 陳 駿 劉珍榮       

吉 祥 會： 高青莉        

喬治雅會： 黃慧琳        

双 源 會： 鄒清宇        

海 華 會： 李文煥 孟慶明       

青 昇 會： 曹典建 湯武彬       

一 路 發： 曾盛宗        

平 鎮 會： 許新漢 陳献仁 黃建彰 邱顯濱 魏佑全 邱創琳 謝武川 施性和

巾 幗 會： 鄭碧娥 蔡宜芳 陳秀龍 魏玉枝 許月娥 林靜華   

自 強 會： 劉安祺        

菁 英 會： 陳憲威 黃承義 曾繁欽 劉奕浪     

忠 義 會： 劉竹聲 曾源寶       

聖 德 會： 梁文忠 王德坤 黃換青      

玉 山 會： 彭政銘        

聯 邦 會： 李竣豪        

楊 梅 會： 彭及填 卓明亮 范雲讚 余能承     

埔 心 會： 張金木        

信 義 會： 葉雲鈞 李雙福 謝文梹      

楊梅女獅： 黃馨儀        

觀 音 會： 黃連應 葉清芳 錡光旭 許健一 許更生 葉春穀 楊培章 洪坤地

觀音女獅： 邱淑玲        

南 崁 會： 張魁倫 林沐暘 王土獅 趙彥群     

大 竹 會： 葉東豪 李承晉       

大 家 會： 孫熙寧 黃江龍       

六 都 會： 賴晟偉 徐信驊 胡鴻麒      

南崁女獅： 陳阿嬋 陳巧宜 鍾尹敏      

大嵙崁會： 郭科廷 羅志禮 魏于甄      

虎 頭 山： 羅君豪 蕭雲祥       

源 園 會： 詹前鋕 楊文榮 彭國樑      

大 同 會： 謝進添 林明生       

拉拉山會： 周坤榮        

亞 太 會： 程隆堯 劉貞君 黃家倫 陳源鴻 許峻程 林揚凱 陳嶧宏  

泰 山 會： 藍錫山 史永昌       

群 悅 會： 黃若栩        

蘋果網路： 門宇庭        

大 展 會： 張連發 林家良 徐瑞霖 趙克毅 李騏霖    

青 埔 會： 吳聲威        

桃仲公益會： 吳江中        

創意網路： 楊文水 劉巧玲       



◎ 國際基金捐獻獎 
大展女獅： 游翠娥 陳麗君       

鑽 石 會： 黃瑞姬 葉佳福 周謹惟      

展 翔 會： 羅國湧        

翔 合 會： 林全勇 朱秀萍 陳麗玲      

◎特殊貢獻獎 
博 愛 會： 趙令訓 黃廖全 李總縯 陳勝利 鄭永和    

萬 壽 會： 許 銅 林明宏 陳國隆 郭仙明     

坪 頂 會： 陳建宅 蔡莊志 陳志成 林讓助 蔡明仁    

真善美會： 鄧金香        

大 溪 會： 張逢銘 吳烱儒       

光 暉 會： 王品嬅        

成 功 會： 劉木榮 王鴻烈 陳金清 簡火淵 楊子青    

辰 威 會： 官淑芬 陳美津 周矢綾 許李金秋 鍾貴珍 林儷絨 郭美瑩  

中 山 會： 江建發 游源和 蕭新生 許秀宜 李玉蘭    

中 正 會： 陳良進 劉文成 林進旺      

鳳 凰 會： 黃簡美桂 周遠珠 黃秀盆 洪淑景 陳金匙 邱桂秋   

如 意 會： 王宜婕 楊淑珠 王秀雲 吳宥蓉     

同 心 會： 楊宗男 曾文育 吳中庸      

新 興 會： 邱奕蔚 林仕弘 曾志華 許文川     

世 同 會： 黃明芳 王科元       
遠 東 會： 林政賢 許瑞元 蕭鶴賢 陳煜爲 許盛和    
群 英 會： 吳菜園 彭琳筑 周呂見金      
仁 友 會： 黃正甲 許長壽 許金華      
芙 蓉 會： 葉順英 陳曉蓉 魏淑蓮 柳佳紋     
大 誠 會： 王文全 白貿錡 陳天一      
真 愛 會： 簡美令 劉金鳳       
龜 山 會： 高萬得 江月琴 劉貴足 劉貴枝 謝麗齡 江董正   
傳 承 會： 陳瑋歆        
八 德 會： 黃福樹 趙添奎 張炎輝      
八德女獅： 陳寶珠 黃凱若       
四 維 會： 楊秋聲 呂瑞凰 游源日 許輝仁 黃福添 王金土 林凱薇  
德 民 會： 王芊又 邱裕文 邱顯昌      
蘆 竹 會： 許力友 陳萬金 林李福 李新海 詹沅融 吳信霖 陳新安 陳金旺
蘆 竹 會： 戴誌彣 趙秋蒝 汪文仲 盧廷瑞     
中 壢 會： 胡耀輝 呂鴻森 呂鎮祺 莊垂錦 葉國忠 黃裕舜   
壢 友 會： 林玉桂 蘇冠潔 唐袁文惠      
龍 興 會： 李霄宇 江衍志 楊豐益      
華 勛 會： 林照嵐 陳文煜 羅慶城 施慶達     
內 壢 會： 楊岡順 鄭銘河       
壢 青 會： 廖千鐘 邱獻欽 李寧協 戴明勳 潘文慶 曹添來   
龍 潭 會： 游正崇 邱運榮 蔡維盛 曾天放 鍾肇明    



◎特殊貢獻獎 
中 興 會： 莊平鉅 李清川 鍾肇坤 徐進益     
喬治雅會： 楊富喻        
一路發會： 陳榮和 吳家旺 張春櫻 蕭宇鈞     
平 鎮 會： 施性和 許新漢 陳献仁 邱顯濱 邱創琳    
自 強 會： 余明光 覃章清 賴嘉譽 李健瑯 潘慶輝    
菁 英 會： 曾繁欽 黃承義       
楊 梅 會： 黃慶光 邱逢治 傅昭端 溫泰源     
信 義 會： 李雙福 陳耀清 梁景霖 彭育駿     
楊梅女獅： 黃馨儀 李璟蓉       
觀音女獅： 邱淑玲        
大 家 會： 黃江龍 孫熙寧 李衍慶      
虎頭山會： 羅建華 游明富       
大 展 會： 張連發 林家良 李騏霖 趙克毅 陳炫勳 彭武督 莊育才 葉永光
桃仲公益： 吳江中        
創意網路： 陳明宏 楊文水       
大展女獅： 游翠娥 陳麗君       
翔 合 會： 林全勇 朱秀萍 黃坤宏 張秋玉 黃永賢 杜俊良 陳麗玲  

◎增進國際友誼得獎名單 

博 愛 會： 黃廖全         

萬 壽 會： 張瀚天 李威潛 李茂益 楊永福 黃天送 卓志炯 熊昭明 張育滕 黃超臣

萬 壽 會： 郭顯芬 許 銅 陳志謀 黃志祥 林明宏 陳國隆 游國祥 鄭富雄 郭仙明

萬 壽 會： 陳宗德 簡瑞金 黃興國 張旺德 張志良 吳金池 廖榮隆 簡宇森 陳慶鴻

萬 壽 會： 蕭明宇 唐雲明 鄭奇松 鍾國才 張天師 邱顯慶 羅忠文 陳政國 李春長

萬 壽 會： 藍志強 周建平 陳俊義 林宏仁 呂秉勝 許文淵 涂俊達   

大 溪 會： 張逢銘 張明宏 尤文達 羅全文 簡嘉慶 藍正銘 吳智民 尤建城 徐春福

成 功 會： 劉木榮 葉健昌 杜建成 楊子青 陳志榮 鄭德旺 王桂芙 洪國佑 陳敬吾

成 功 會： 陳金清         

辰 威 會： 官淑芬 陳美津 鍾貴珍 周矢綾 林儷絨 藍玉裡 郭美瑩 吳月英 何素卿

辰 威 會： 郭明華 黃慧英 黃秋芬 游桂裡 林佩樺 邱梅芳 林霈蓉 林玲玲 黃姿樺

辰 威 會： 黃敏宜         

中 山 會： 徐梅芬 劉健群 王麗珠 張美蘭 許玉桂 謝金英 游振賢 黃根旺 李玉蘭

中 山 會： 蔡振甫 沈邱阿柑 吳秋嬌 張美慧 許其全 林政遠    

中 正 會： 李添丁         

鳳 凰 會： 邱桂秋 黃簡美桂 周寶琴 傅春娥 邱淑芬 藍淑媚 鍾雅雯 謝美月 謝岱瑋

鳳 凰 會： 房麗珠 張雅棻 黃君玉 陳秀玉      

慈 文 會： 江福蔭 邱文鞠 陳文俊 黃源清 江毅昇 江茂寅 陳哲男 莊誌賢 徐玉筠

慈 文 會： 許清松 陳煥綸 張秀雲 蔡清江 吳品彥 蔡瑋城    

如 意 會： 王宜婕 楊淑珠 金怡文 闞玉花      

世 同 會： 游文祥 王科元 黃明芳       

遠 東 會： 楊福斌 何博宇 吳永康 賴秋遠      



◎增進國際友誼得獎名單 

群 英 會： 吳菜園 彭琳筑 黃智惠       

仁 友 會： 阮進福 邱玉山 許長壽 宋瀚霖 李鴻展 董至恒 劉祈宏 楊登皓 許文豐

仁 友 會： 陳傳民 黃文財 林繼城 鄭文聰 李聰池 廖清松 吳長生 李添永 張力權

仁 友 會： 林振量 黃正甲 王新居 廖康喬 謝啟紘     

芙 蓉 會： 葉順英 魏淑蓮        

大 誠 會： 黃展翊 吳明嵩 施純偉       

真 愛 會： 劉金鳳 簡美令        

八 德 會： 吳衍派 趙添奎 簡永琳 詹長欽 葉志誠 陳原烈 呂清泉 簡志銘 吳建忠

八 德 會： 石朝捷 劉福來 趙素芳 游輝杰      

四 維 會： 呂瑞凰 王江美 楊秋聲 王金土 陳暐盛 黃福添 簡佑嘉 危秋玲 林藝臻

四 維 會： 林巧培 林黃麗娥        

德 民 會： 王芊又 許惠美 陳秋香 陳佩妮 邱顯昌 鄭淑娟 林沛芸 江衍郁 黃進國

德 民 會： 洪美玲 楊淳富 何正森 詹素蘭 鍾錦源 李鎧吉 王亭方 卓姿妙  

蘆 竹 會： 關慶豐 李新海 陳萬金 王智男 戴誌彣 詹沅融 汪文仲 吳信霖 盧廷瑞

蘆 竹 會： 許森林 胡進利 莊錦德 莊阿田 陳毓呈 陳春來 蕭旻凱 洪千崴 鄭朝駿

蘆 竹 會： 徐長明 曾鴻霖 曾長義 黃崇敏 吳家毓 林翔翊 李朝淙   
中 壢 會： 張世源 黃裕舜 呂鴻森 彭添榮 尹見河 李光弘 張清福 林文光 廖榮森
中 壢 會： 胡耀輝 陳建誠 李玖訓 許賢春 黃文吉 殷宥鈞 葉佳品 林國榮 傅清森
壢 友 會： 唐袁文惠         
龍 興 會： 黃賜祿 楊豐益        
華 勛 會： 陳文煜 林照嵐 陳炳林 蘇進義 唐台輝 施慶達 黃道中   
內 壢 會： 林晉暉         
壢 青 會： 廖千鐘 潘文慶 李寧協       
龍 潭 會： 張展聞 邱創銘 吳國海 李中義 涂有才 黃福相 鍾德洋 陳仁福 陳文泉
龍 潭 會： 洪啟榮 黃明昌 溫政龍       
一路發會： 曾盛宗 陳玄和        
平 鎮 會： 魏佑全 謝煥周 謝清文 葉文棠 邱垂松     
菁 英 會： 陳憲威         
信 義 會： 謝文梹 梁維坤 李雙福 梁景霖 劉昌坡 鄭堅旺 葉爾燕 林裕鯓  
楊梅女獅： 蕭素慧 羅秀琴 范家蓁 朱 婕      
觀音女獅： 洪 葉         
大 家 會： 黃江龍 劉志明 孫熙寧 劉仁廷 蔡明臻 謝昌仁 江正炎 李衍慶  
虎頭山會： 羅建華 游明富        
大 展 會： 徐瑞霖         
桃仲公益： 吳江中         
創意網路： 陳明宏         
大展女獅： 游翠娥 簡珮君        

 



◎長青獅友獎 
大 溪 會：林建助 
光 暉 會：古阿腰 
辰 威 會：莊秀琴 
中 正 會：陳牧田、許耀元 
正 義 會：曾依伙、陳建忠 

◎長青獅友獎 
同 心 會：楊宗男 
八 德 會：呂吉助 
中 壢 會：邱英明、吳嘉樑、姜義龍 
龍 潭 會：鍾金重、莊英良、游正德 
信 義 會：彭豐吉、溫國臺、 

◎區會費繳納獎績優獎： 
博愛會、真善美、大溪會、愛心會、快樂會、光暉會、成功會、辰威會、大園會 

中山會、中正會、正義會、鳳凰會、慈文會、如意會、皇家會、和平會、慈雲會 

仁翔會、仁愛會、世同會、群英會、百合會、牡丹會、莊敬會、芙蓉會、首席會 

大有會、龜山會、四維會、大安會、禎聯會、蘆竹會、中壢會、壢友會、華勛會 

鳳翔會、內壢會、天使會、中原會、中興會、龍泉會、喬治雅、平鎮會、巾幗會 

菁英會、忠義會、聖德會、信義會、楊梅會、觀音女獅、南崁會、大家會、南崁女獅 

大嵙崁會、大同會、創意網路、領航會、翔合會 

◎區會費繳納獎配合獎： 
坪頂會、桃園第一會、中央會、同心會、武陵會、新興會、遠東會、仁友會、自在會 

長榮會、龍壽會、傳承會、八德會、復興會、中華會、蘆竹女獅、五福會、桃園女獅 

龍潭會、星辰會、双源會、青昇會、自強會、玉山會、聯邦會、楊梅女獅、觀音會 

諾貝爾、虎頭山、源園會、拉拉山會、群悅會、大展會、大展女獅、鑽石會 

 

◎分會網頁競賽-國際宣傳獎 
第一名：蘆竹女獅 

第二名：辰威會  

第三名：真愛會  

第四名：龍翔會  

第五名：南崁會 

◎分會網頁經營獎 
第一名：蘆竹女獅  

第二名：博愛會    

第三名：辰威會    

第四名：蘆竹會    



第五名：桃園第一會  

第六名：五福會    

第七名：蘋果網路會    

第八名：創意網路會 

佳  作：百合會、龜山會、聖德會、大展會、如意會、中正會、慈文會、龍壽會 

玉山會、南崁會、拉拉山會、傳承會、平鎮會、復興會、內壢會、自在會 

世同會、自強會、巾幗會、虎頭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