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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業餘無線電促進會會務行政組織表 

 

 

 

 

 

 

 

 

 

 

 

 

 

 

 

 

 

 

 

 

 

 

 

 

 

 

 

 

 

 

 

 

 

 

 

本會歷屆會長 

1991-93 第一屆會長 陳實忻 BV2A 

1993-95 第二屆會長 林伯龍 BV5AF 

1995-97 第三屆會長 林伯龍 BV5AF 

1997-99 第四屆會長 陳柏琴 BV5AG 

1999-2001 第五屆會長 陳柏琴 BV5AG 

2001-03 第六屆會長 林伯龍 BV5AF 

2003-05 第七屆會長 林伯龍 BV5AF 

2005-07 第八屆會長 林坤桐 BV2EW 

2007-09 第九屆會長 林坤桐 BV2EW 

2009-11 第十屆會長 郭懿堅 BV2AI 

2011-13 第 11 屆會長 郭懿堅 BV2AI 

2013-15 第 12 屆會長 黃文杰 BV2DQ 

2015-16 第 13 屆會長 郭懿堅 BV2AI 

本(第十四)屆 2017-18 

會  長   郭懿堅 BV2AI 

E-mail：boss@asiafm.com.tw 

副會長 

會址：(33060) 桃園市桃園區中平路 102 號 22 樓 

電話：(03) 220-9207 轉 600 

      (03) 307-1050 

傳真：(03) 220-2245 

 

秘書處 

秘書長   高大為 BV2FP 

E-mail：bv2fp@ms5.hinet.net 

副秘書長 黃一珉 BX2AL 

E-mail：bv2wh.jason@gmail.com 

會籍管理  

財務委員  

Web     黃一珉 BX2AL 

(22099) 板橋郵局 14 - 412 號信箱 

電話：0922-515219 ．傳真： 

助  理   朱麒國 BU2CI 

助  理     

助  理    

 

總會所屬各委員會 

01 IARU Liaison Officer  蘇華威 BX2AI 

02 法規委員會主委   歐錦昌 BX4AA  

副主委     施和夫 BV4DI 

副主委     吳正修 BV2EL 

03 QSL 委員會主委     星野謙一 BM2JCC 

04 網際網路委員會主委 李文正 BV3CO 

05 公關委員會主委      

06 ARES 委員會主委    余台平 BV2OO 

07 教育訓練委員會主委 吳尊周 BV2AP 

 QRP 小組召集人     賴登明 BV2BJ 

 ARDF 小組召集人    羅金松 BV4OW 

08 獎狀委員會主委     王建華 BX7AA 

09 中繼委員會主委     林家輝 BO2AB 

10 會務推廣委員會主委 高大為 BV2FP (兼) 

11 通信活動委員會主委 陳銘輝 BX6AP 

12 衛星通信委員會主委 莊焜亮 BX1AD 

13 數據通信委員會主委 蘇華威 BX2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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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部分會 

分會長  曾慧龍 BM2INK 

E-mail： 

電話：0928-086339 

副分會長 范家瑜 BM2GJP 

總幹事 李建興 BX2AN 

副總幹事 蘇華威 BX2AI  

財務長 吳建忠 BX2AM 

活動組長  

教育訓練組長 賴登明 BV2BJ 

例會：每週二 19：00 ~22：00 

台北市萬華區青山里里民活動中心 

宜蘭縣支會 支會長 陳永椬 BX1AC 

基隆市支會 支會長 余文祥 BM1AEK 

台北市支會 支會長 馬聰斌 BU2CC 

新北市支會 支會長 張于騏 BM2HVU 

    雙和支分會長  柯明澍 BM2KLJ 

桃園市支會 支會長 黃新峯 BV3TI 

新竹縣支會 支會長 許世宗 BV3TC 

 

中部分會 

分會長   黃正宏 BV4PB 

E-mail：bv4pb@yahoo.com.tw 

副分會長 陳建仲 BV4WD 

總幹事 王榮記 BM4ICW 

副總幹事 黃家安 BM6EFZ 

副總幹事 廖宜文 BM4JJJ (兼執行長) 

財務長   廖惇權 BX4AB 

總顧問   林志濠 BX4AG 

榮譽顧問 蔡志聰 BV4DC 

榮譽顧問 張順鈁 BM4JPO 

苗栗縣支會 支會長 林仁汰 BX4AN 

台中市支會 支會長 張天賓 BX4AR 

         副支會長 林家慶 BX4AP 

雲林縣支會 支會長 何政窻 BV5DO 

南投縣支會 支會長 許崑衍 BV5OE 

 

南部分會 

分會長   王璟瑞 BV6GA 

E-mail： 

副分會長 劉國輝 BV7CW 

總幹事   傅忠明 BV7RF 

副總幹事 黃註 BV7RJ 

副總幹事 杜堅信 BV6JR 

財務     傅忠明 BV7RF(暫代) 

DX 通訊組長 伊藤憲藏 BV7RC 

通訊顧問 陳順昌 BV7GA 

嘉義市支會 支會長 吳長原 BX6AC 

副支會長 李得安 BX6AAD 

嘉義縣支會 支會長 吳坤龍 BM6AHR 

台南市支會 支會長 張銘方 BM6GLS 

         副支會長 張立豪 BM6GMF 

高雄市支會 支會長 吳明進 BV7FO 

副支會長 高金田 BV7GH 

屏東縣支會 支會長 張憲忠 BV8SG 

澎湖縣支會 支會長 謝文濱 BV9AAC 

             幹事 郭明勝 BM9AAL 

 

東部分會 

分會長   陳高桐 BV8BC 

電話：(089) 550079 ．傳真：(089) 550279 
E-mail：bv8bc@ms13.hinet.net 

DX 組長  鄭坤林 BV8SE 

活動組長 詹勳諺 BX8AD 

台東縣支會 支會長 宋彥易 BV8BQ 

花蓮縣支會 支會長 謝坤潔 BV8BS 

 

金門分會 

分會長   洪志榮 BM9AAQ 

E-Mail：moda156_1@yahoo.com.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