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獅子會 355-A 地區(釜山市) 2016-2017 年度訪問國際獅子會 300A2 區(台北市)  

結盟 29 週年友好訪問-代表團 

POSITION(CHI) CLUB(KOR) CLUB(CHI) NAME(KOR) NAME(ENG) NAME(CHI) 

總 裁 대신 釜山 大信 임채린 IM,CHAELIN 林彩麟 

總 裁夫人 - - 김옥순 KIM,OKSOON 金玉順 

直前總裁 부일 釜山 釜一 이인수 LEE,INSOO 李因洙 

直前總裁夫人 - - 이소연 LEE,SOYEON 李少連 

地區第一副總裁 한빛 
釜山 

HANBIT 
황종규 HWANG, JONGGYU 黃宗圭 

地區第一副總裁夫人 - - 민 숙 MIN,SUK 閔淑 

地區第二副總裁 부산진 釜山鎭 김선호 KIM, SUNHO 金宣鎬 

國第親善委員長 

(前總裁) 
신라 釜山 新羅 박기식 PARK, KISIK 朴基植 

前總裁 극동 釜山 極東 박유근 PARK,YOUKUN 朴柳根 

事務總長 동서 釜山 東西 박우영 PARK,WOOYOUNG 朴又英 

財務總長 연제 釜山 蓮提 이진모 YI,CHINMO 李鎭模 

地區監事 해운대 
釜山 

海雲臺 
양진웅 YANG, JINUNG 梁振雄 

前總長 충의 釜山 忠義 이재창 LEE, JAECHANG 李在昶 

前總長 백두산 
釜山 

白頭山 
최용환 CHOI,YONGHWAN 崔龍煥 

硏修副院長 부산진 釜山鎭 김기택 KIM,GITAEK 金技陀 

硏修副院長 해운대 
釜山 

海雲臺 
신기열 SHIN,KIEYEAL 

 



硏修副院長 청록 釜山 淸綠 황현숙 HWANG, HYEONSUK 黃賢淑 

總裁顧問會 會長 청룡 釜山 靑龍 최희창 CHOI, HEECHANG 崔熙昌 

總裁顧問 미남 釜山 美南 박수호 PARK,SUHO 朴壽鎬 

地域/企劃副總裁會 

會長 
새부산 SAE釜山 배중효 BAE,JOONGHYO 裵中孝 

地域副總裁 복지 釜山 福祉 염태수 YEOM,TAESOO 廉泰洙 

地域副總裁 오륙도 
釜山 

五六島 
장남식 JANG,NAMSIK 蔣南植 

地域副總裁 부성 釜山 釜星 박현철 PARK,HYUNCHEOL 朴炫喆 

地域副總裁 한마음 
釜山 

HANMAEUM 
이병형 LEE,BYUNGHYUNG 李炳炯 

地域副總裁 동래 釜山 東萊 강생일 KANG,SHENGIL 姜生一 

企劃副總裁 삼미 釜山 三美 김미경 KIM,MIKYUNG 金美景 

企劃副總裁 남촌 釜山 南村 박영순 PARK,YOUNGSOON 
 

企劃副總裁 수목 釜山 秀牧 지수연 JI, SUYEON 地垂宴 

企劃副總裁 여원 釜山 女園 황영숙 HWANG,YEONGSUK 黃英淑 

企劃副總裁 금미해 
釜山 

錦美海 
노영숙 RO,YOUNGSOOK 盧榮淑 

行程副總長 평화 釜山 平和 김문수 KIM,MOONSOO 金文秀 

企劃副總長 금정 釜山 金井 윤덕상 YOON,DEOKSANG 尹德相 

企劃副總長 자유 釜山 自由 최광석 CHOI,KWANGSEOG 崔廣錫 



企劃副總長 대신 釜山 大信 윤종국 YOON,JONGKUK 尹鐘國 

財務副總長 금미해 
釜山 

錦美海 
서정임 SEO,JEONGIM 徐廷任 

公認 GUDING 육대주 
釜山 

六大州 
정영식 JEONG,YOUNGSIK 鄭英植 

公認 GUDING 영광 釜山 榮光 곽경숙 KWAK,KYONGSUK 郭敬淑 

地帶/名譽委員長會 

會長 
중구 釜山 中區 이정주 LEE, JEONGJU 李政周 

地帶委員長 동래 釜山 東萊 소기완 SO, GIWAN 蘇基完 

地帶委員長 부성 釜山 釜星 김선재 KIM,SUNJAE 金善在 

地帶委員長 삼미 釜山 三美 민미숙 MIN,MISUK 閔美淑 

地帶委員長 한빛 
釜山 

HANBIT 
이덕형 LEE,DEOKHYEONG 李德炯 

CLUB會長 사하 釜山 沙下 이길호 LEE,KILHO 李吉鎬 

CLUB會長 부산진 釜山鎭 이탁언 LEE,TAKEON 李卓彦 

CLUB會長 대교 釜山 大橋 김영웅 KIM,YOUNGUNG 金永雄 

CLUB會長 충의 釜山 忠義 안상명 AN, SANGMYUNG 安相明 

CLUB會長 수란 釜山 水蘭 강지연 KANG,JIYEON 姜知延 

CLUB會長 문명 釜山 文明 박자영 PARK,JAYOUNG 朴姿映 

CLUB會長 하나 釜山 HANA 김일중 KIM,ILJOONG 金一中 

CLUB會長 대신 釜山 大信 권기현 KWON,GIHYUN 權起鉉 



CLUB會長 여원 釜山 女園 양덕순 YANG,DEOKSOON 梁德順 

CLUB會長 누리마루 
釜山 

NURIMARU 
권미순 KWON,MISUN 權美順 

CLUB會長 유니온 
釜山 

UNION 
황혜정 HWANH,HYEJUNG 黃惠靖 

弘報委員 자성대 
釜山 

子城臺 
박홍봉 PARK,HONGBONG 朴洪鳳 

事務課長 - - 석인범 SEOK, INBEOM 昔芢範 

以上計 55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