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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三年八月十四日 

第 18 卷第 6期 

第 870 次例會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s:Every Thursday 6:30pm 
Add:1F.,No.32-2,Aixin Rd.,Tali 
Dist.Taichung City 412,Taiwan 

Tel:886-4-24070672  Fax:886-4-24071295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5 

例會時間:每星期四下午 6:30 

例會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地點:菊園宴婚會館(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2014-2015 年度理事 
詹順偉、葉森雄、曾復興
劉顯彰、張明選、李國文
張煥文、劉國勳、周國昌
黃文隆、何應欽、陳鴻文
劉憲隆、胡開化、吳敬堯

社 長：詹順偉  副社長：劉顯彰   秘書：葉森雄 會計：劉憲隆 糾察：廖繼鋒

社 務 行政主委：劉顯彰
社員委員會主委：劉國勳
服 務 企劃主委：何應欽
扶 輪 基金主委：李國文
公關委員會主委：張煥文

節目主委：黃文隆
出席主委：陳鴻文 
聯誼主委：曾建忠 
社刊主委：李盛明 

歡歡迎迎  地地區區總總監監  

賴賴光光雄雄((RRttnn..  JJiimm))伉伉儷儷  

蒞蒞臨臨公公式式訪訪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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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4~2015 年度總監公式訪問程序表 

時    間 會議名稱   參加人員 

16:50~17:20 總監與社長、秘書座談會 社長、秘書、副社長、
五的主委 

17:30~18:30 
扶青團成立大會及第一次例會
暨職委員上任 來賓、全體社友暨夫人 

18:30~19:30 例會、總監專題演講 

(頒獎、表揚) 
來賓、全體社友暨夫人 

19:30~21:30 聚餐聯誼 全體與會人員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870 次例會程序表 
18:30 例會開始                     司 儀:曾建忠 NET 
1.社長鳴鐘開會                             
2.唱扶輪頌 
3.宣讀四大考驗: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4.介紹地區總監  
5.唱歡迎地區總監歌 
6.介紹與會貴賓  
7.唱歡迎社友歌 
8.社長致詞  
9.地區總監 Jim 致詞及專題演講 
10.頒發保羅哈理斯獎章及永久基金 
(受獎人: 社長詹順偉 STAINLESS、秘書葉森雄 WELD、李國文 CNC、 

劉國勳 ANDY)   (永久基金:李楨祥 L.S) 
11.頒發中華扶輪教育基金獎章(社長詹順偉STAINLESS、李國文 CNC) 
12.頒發輔導新社之輔導特別代表證書 
13.地區總監贈社長禮物 
14.總監贈送全體社友領帶一條 
15.來賓致詞 
16.新社友授證 
17.社長鳴鐘閉會 
18.大合照 
19.聚餐聯誼 PM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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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2014-15 年度社長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姓  名： 黃其光 Gary C.K. Huang 
 
 
學  歷： 美國紐約保險學院保險學系 MBA   

   美東密西根大學企業管理系 BBA 
現任職務： 財團法人黃秉心保險獎學金基金會   董事長 

華立集團       顧問  
板信商業銀行      顧問 
泰豐輪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昇陽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獨立董事 
華宏新技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  

經  歷： 台灣新光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新壽公寓大廈管理維護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新光健康管理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台灣宅配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樂雅樂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秉誠保險代理人有限公司    董事長 
華僑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中華票券金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中華民國工商建設研究會    創會秘書長  

扶輪經歷： 1982-83  台北扶輪社 社長  
1986-87  國際扶輪第 345 地區 地區總監        
1998-99  國際扶輪台灣前總監協會 會長 
2000-02  國際扶輪 理事  
2001-02  國際扶輪 副社長 
2002  國際扶輪台北亞太地區 R.I.社長會議 主席  
2004-06  國際扶輪扶輪基金會 保管委員 
2005  國際扶輪台北 R.I.百週年社長慶祝會議 主席 
2009  國際扶輪伯明罕研習會 主席 
2011-12  國際扶輪社長顧問委員會 委員 
2014  國際扶輪研習會 主席 
2014-15 國際扶輪社長當選人 

扶輪獎勵： 1995-96  國際扶輪  “超我服務” 個人最高榮譽獎 得獎人  
       1998  國際扶輪  扶輪基金會 “Meritorious Service Award”  

得獎人  
2003-04  國際扶輪  扶輪基金會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得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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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主題:光耀扶輪 
2014-15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Gary C.K.Huang 黃其光 

扶輪這個組織有每一個人想要的東西。一百多年來， 
在全世界、在都市及鄉鎮，扶輪社員們結合起來服

務。 
在扶輪創立之後的歲月裡，無數的扶輪社員及其他

人士透過扶輪青年服務團、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社區
服務團、青少年交換、及其他許多計畫，發現了扶輪服
務的喜悅。 
 

我們全都是扶輪家庭的一份子。而且我們都從扶輪服務得到非常豐
富的收穫。我們交到朋友、幫助社區、而且使世界變得更美好、更安全、
更健康。我們已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義工網絡的一部份，而且我們已經
瞭解，當我們把各種差異擺在一邊，一起合作，我們的成就能有多大。 

我們在扶輪所珍惜的許多理念及價值並不是扶輪特有的。扶輪之所
以在我心深處產生共鳴，或許是因為我在扶輪找到了中國許多傳統的價
值觀：服務及責任、尊重家人及其他人等的價值觀。 

因此，我在進行扶輪服務時經常以孔子思想為圭臬，也就不足為奇
了。對我而言，孔子便是扶輪社員的原型。孔子誕生於保羅．哈理斯出
生前2000多年，他曾說：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在扶輪，我們是藉由超我服務來修身。而且我們瞭解為了建立服務
的豐功偉業，我們首先必須照顧我們的組織並擴展我們的扶輪家庭。 

在2014-15 年度，我將要求你們─藉由分享我們的服務、強化我們
的扶輪社、並讓我們的光在我們的社區發光發亮─來「光耀扶輪」。 

在這個扶輪年度，我們將藉由達成增加我們扶輪社員至130 萬人的
目標、引進新社員同時留住現有社員，來「光耀扶輪」。為達成此目的，
我們需要以新的方式來增加社員，並嘗試新的構想。 

舉辦「扶輪日」活動，讓你的社區有機會更深入認識扶輪。請記住，
扶輪是一個家庭，而且扶輪是為家庭而設：鼓勵你的配偶及其他家人考
慮加入扶輪，而且還要去接觸青少年交換及扶輪基金會的前受獎人。把
焦點放在你自己的扶輪社，實際看看社員們為什麼留下來，為什麼離
開。你要如何才能使忙碌的專業人士及有年幼子女的人覺得當扶輪社員
是一個很吸引人的機會？我們也將藉由根除小兒痲痹來「光耀扶輪」─
並創造歷史。在未來幾年內根除小兒痲痹這個目標絕對有可能實現─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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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我們能保持我們的動能的話。因此告訴你的朋友、同事、及民選官員，
我們必須「現在就終結小兒痲痹」。請捐獻給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
基金，並鼓勵其他人也這麼做。藉由達成比爾及梅琳達．蓋茲基金會提
出的最新挑戰，我們能使我們的錢發揮三倍效果。請積極參與在世界史
上最大的公私保健夥伴關係，並在達成任務時分享榮耀。 

在2014-15 年度，由於我們在34,000多個社區強化我們的扶輪社並
「光耀扶輪」，我們的承諾及服務將光耀全世界。 

 

Gary C.K. Huang 

2014-15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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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3460 地區 2014-15 年度總監賴光雄 (Jim) 簡介 

姓名: 賴光雄 Lai, Kuang-Hsiung(Rtn.Jim) 

出生：民國三十三年七月十七日生 

出生地:台灣台中市 

教育背景:國立中興大學 森林系畢業 

經歷: 行政院農業委員會林業試驗所 技士 

潤友貿易有限公司 總經理 

現任職務:潤華貿易有限公司 董事長 
所屬扶輪社:台中扶輪社 
社內扶輪經歷: 

‧1992 加入扶輪社  
‧1992-93＇親睦委員 
‧1994-95＇理事 
‧1997-98＇秘書 
‧1999-00＇理事、糾察 
‧2001-02＇理事、副社長、社會主委、東京八王子西姐妹社主委 
‧2002-03＇理事、社長當選人、社務主委 
‧2003-04＇社長 
‧2004-05＇國際扶輪百週年慶籌備委員 
‧2005-06＇青少年交換主委 
‧2007-08＇扶輪基金委員會 主委 
‧2009-10＇國際服務委員會 主委  
‧2010-11＇接待墨西哥交換學生 Jennifer 
‧2011-12＇關懷弱勢園遊會節目總召  
‧2012-13＇節目主委 

地區扶輪經歷: 
‧2005-06＇GSE 計劃訪問團團長(前往美國北卡羅來納州) 
‧2007-09＇地區 RYE 委員會主委(甄選原住民學生司麗思，由地區贊

助前往泰國擔任 RYE 親善大使) 
‧2009-10＇地區青少年領袖獎委員會(RYLA)主委 
‧2010   RIPE Kalyan Banerjee 伉儷訪台，3460 地區歡迎會執行秘

書 
‧2011     接待友誼交換(RFE)印度團員 Uday 夫婦 
‧2011-12＇協助成立「台中市政扶輪社」 
‧2011-12＇地區助理總監 
‧2012 友誼交換(RFE),前往印度、那錫克 
‧2012 國際社區服務(WCS),前往韓國首爾 
‧2012RYLA 訓練營講師 
‧2012-13＇地區訓練委員會副主委 

‧2012-13＇地區總監提名人(D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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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地區總監當選人 (DGE) 
‧2014     2021-22 年度國際扶輪世界年會(台北)執行委員會委員 

跨區扶輪經歷: 

‧2007-09＇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基金會(RYEMT)  董事 
‧2010-13＇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董事  
‧2010-13＇台日國際扶輪親善會 理事  
‧2011-12＇台灣扶輪八十年史編纂委員 
‧2012-13＇台灣七地區 2014-15＇年度總監班長 

獎項、捐獻: 

‧1992-13＇保羅哈里斯之友6枚  
‧1997-98＇個人四大服務獎  
‧2003-04＇擔任社長年度，台中社獲得R.I.社長獎、重大成就獎、

公共關係獎 
‧2010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冠名捐款(獎助原住民) ‧獲得引導

人結業證書(Facilitator) 
‧2011 扶輪領導學院(RLI)台灣分部第九期研究畢  
‧2012 獲得 R.I.建造者獎(Club Builder Award) 
‧2013-14＇巨額捐獻(Major Donor) 
‧2014 扶輪領導學院(RLI)台灣分部第 5 期教員訓練會研究畢 

國際會議: 

‧1994 台北世界年會  

‧2004 大阪世界年會  
‧2006 土耳其 EEMA 歐洲青少年交換會議 
‧2007 費城，美加青少年交換會議 
‧2007 瑞典 EEMA 歐洲青少年交換會議 
‧2008 洛杉磯世界年會 
‧2009 第二回台日國際扶輪親善會副執行長 
‧2010 芝加哥,北美青少年交換會議(NAYEN)及訪問 RI 總部 
‧2012 曼谷世界年會  
‧2012 地帶扶輪研習會(馬來西亞)  
‧2012 日本扶輪研習會(東京) 
‧2013 陪同 2014-15RI 社長 Gary 訪問蒙古國,參加 WCS 活動 
‧2013 台北扶輪研習會 (GETS) 
‧2014 聖地牙哥國際扶輪研習會 (IA) 

體育經歷：‧2003.10.27 玉山登頂成功 
‧2009.08.21  富士山登頂成功 

家庭狀況：夫人－江春嬌(Janet) 
長子－賴士豪(Mark)     次子－賴士華(Dennis) 

RI 2014-15 年度主題「Light Up Rotary」「光耀扶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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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 地區長期目標之規劃 

 

總監賴光雄 Jim 
社務行政 

回歸扶輪原點： 

就是回歸扶輪的原理及價值，也就是多「關心別人」，提高「職業

道德」。「自然交接」；社長於扶輪年度之七月一日就職至年度之末六月

三十日上卸任，均係自動就職，自動卸職，不發生交接問題。「逢五逢

十」：一般社慶應著重於表揚服務事蹟，簡單隆重，不浮華，不流於形

式，逢五逢十可適度擴大慶祝。 

地區節目人才庫 

 推薦例會演講人才，分門別類，接受各方邀請前往演講。 

 

鼓勵舉辦「扶輪日」（Rotary Day）： 

扶輪日可以採用任何形式，只要有趣且能吸引一般非扶輪社友的大

眾即可。這是 RIPE Gary 所提倡的活動之一。 

 

重視扶輪家庭的價值： 

家庭是社會的基本單位，也是建立人類社會基礎最重要的磐石。

鼓勵父母，兄弟姊妹及子女都加入扶輪社。其實，扶輪就像一個

大家庭。 

社員 

歷史紀錄： 

 2014-15 年度是首次由台灣人黃其光Gary Huang 擔任國際扶輪社

長，在台灣的社友成長如果達到35,000～40,000人，華語將有機會成為

RI必要翻譯語言，除了可以留下歷史紀錄之外，同時，也是台灣全體社

友共同的榮耀，更可以方便參加扶輪國際會議，閱讀扶輪文件以及填寫

申請表格…等。 
 

2014-15 社友成長目標： 

「10 社 10% 5000 人」即創立十個新社，社友成長 10%，年度結束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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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到 5000 人。 

創立新社之獎勵： 

在2014-15年度內，創立新社之輔導社社長將獲贈「金質扶輪徽章」。 
 

 

 

                       
 

『寶眷100%入社』之獎勵 : 
在2014-15年度內，如寶眷100%入社，該年度社長將可獲得精裝

版高級葡萄酒兩瓶，並冠上伉儷合照，以茲紀念。 

                             

 
社友增加： 

需要採取積極、創新、與彈性的做法，例如「衛星扶輪社」、「網
路扶輪社」、「寶眷入社」，以及鼓勵年青菁英(如MBA) 與女性專業人
士加入扶輪行列，為社會服務。提醒您，您身邊的好友就是邀請的好對
象。 

 
防止社友流失： 

在年度結束前(6月底)，是社員流失的危險期。社友流失的原因很
多，如何讓社友持續認同扶輪、願意付出熱情、以及維持社內的和諧…
等，也許是值得思考的方向。 
職業服務 
倡導高職業道德標準： 

台灣的食安問題嚴重，加強商業道德宣導，鼓勵「用扶輪精神做生
意，不是用扶輪名義做生意。」 

聘請十位俱有高職業道德標準的社友，到各社例會宣導高職業道德
的重要性。擴大到各大專院校舉辦「高階論壇」。 
國際服務 
友誼交換(RFE) ： 

 這是扶輪社友及其家人到國外進行互訪的活動。主要目的在於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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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良好關係並尋求合作，從事世界社會服務(WCS) 的機會。本年度的
目地的是日本的金澤地區。 

 
國際間委員會(ICC)： 

 申請全球獎助金(Globe Grant) 或WCS 需要有國外的扶輪社配
合，如果有參加ICC組織就會十分方便，目前已和墨西哥簽屬完成。 

 
國際醫療義診： 

 「送愛到天堂」，計畫前往尼泊爾，並配合WCS，成果將更為顯著，
時間預定是2014年11月22-27日。 

 
新世代服務 
重視青少年計畫： 

 青少年是未來的希望，應加以重視、培養。主要的項目有青少年服
務，扶青團(Rotaract)、扶少團(Interact)，扶輪青少年交換(RYE)，
青少年領袖獎(RYLA) 等。3460地區仍有部份扶輪社從未參加上述活動。 

 
公關(PR) 與公共形象(PI) 

 主要的工作是推廣一個正面的公共形象並報導有價值的扶輪故
事，可利用傳統媒體，或社群媒體。本年度七個地區將聯合舉辦「環島
自行車宣傳消滅小兒麻痺運動」（End Polio Cycling Tour），計 

畫以募捐「我騎一公里，你捐一塊錢」做為小額捐款的基礎。車隊
於 10/16日從台北出發，10/18日抵達台中，舉辦歡迎會，之後經高雄、
台東、花蓮，於10/24日世界根除小兒麻痺日(World Polio Day)返回台
北，當天在台北舉辦七個地區聯合慶祝晚會。 
扶輪基金 
扶輪基金委員會的工作 : 有三大任務： 
(1) 募集 (2) 保管 (3) 使用 

鼓勵各社社友100% 參與捐獻，支持EREY，歡迎加入Major 
Donor(A.B.C.區各10位為本年度目標)。另外，已有兩位社友將於
2014-15年度加入AKS，一位是台中社PP Propeller林允進，一位是台中
東區社DGND Joy陳俊雄，每人捐獻25萬美元。因此，2014-15年度扶輪
基金總目標是希望超過1百萬美元。 

 
地區獎助金(District Grant) 的使用： 

讓社友透過改善健康、支持教育，以及減輕貧窮來促進世界瞭解， 
親善與和平。 

3460地區2014 - 15年度申請地區獎助金的截止日是2014年6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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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獎助金(Globe Grant)的使用： 

可用於「人道援助計畫」、「職業訓練」(VTT)、「獎學金」，年度
內都可申請。 

需有外國合作的扶輪社，每項計畫金額至少3萬美元，必須在六大焦
點領域之內。印度3030地區兩年前和我們地區合作過「友誼交換」之活
動，2014-15年度有意再度共同申請Globe Grant，有興趣的扶輪社請務
必把握機會。 
 
VTT/GSE： 

根據RI報導，上年度通過VTT 的案件只有12件，且都是在非洲的服
務計畫。因此，3460 地區2014-15 年度將以類似VTT的GSE計畫方式辦
理，最近已和美國Orlando 6980地區談妥合作GSE，計畫邀請他們的團
隊3月來訪，而我們在4月中旬再派隊前往。 

 
繼續支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如果有人問「扶輪對社會有何貢獻？」可以迅速具體講出來的，大
概只有二個，一是「根除小兒麻痺」，另一個是「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多年來致力於頒發國內碩、博士班在學優秀青年獎學金，為國育才。
2014-15年度3460地區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總捐獻目標是超過一千萬台
幣。 
其他 
公式訪問： 

 主要的目的在於激勵和啟發社友，表彰獎勵以及提供地區層級的支
援，進而達成各社的工作目標。個別或多社聯合例會方式均可。訪問的
順序是以遠方、較新，較需要多次訪問的扶輪社為優先。希望12月20日
前完成公式訪問，以便有機會對上述所提之扶輪社做更多的服務。 

 
地區年會： 

 主要的目的是透過聯誼，啟發性的演講，表彰獎勵及對扶輪社與地
區事務的討論，來推動扶輪各項計畫。本年度地區年會的地點是在 

中興大學，日期是2015年3月28日～29日。表演項目將有1000人大合
唱，希望做到「溫馨、藝術、歡樂多」。 

 
地區訓練領導人計畫： 

 扶輪社友的訓練著重於「成年學習者之特性」，為培養地區與扶輪
社訓練師和領導人，已於2014年2月22日舉辦「訓練訓練師研習會」。
另外，2015年3月28日早上將舉辦「地區領導人研習會」。 

 
「扶輪領導學院」(RLI) 研習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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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北部與南部地區均有辦過多次RLI研習會，培養無數的扶輪領導

人，本年度將於2014年7月12-13日首次在台中舉辦，只有40位名額，請
盡早上網報名。 
巴西聖保羅世界年會： 

 RI將於2015年6月7～10日舉行世界年會，促進委員會主委是大甲北
區社PDG Medichem李芳裕，執行長是大甲北區社Paper謝東隆。3460地
區所分配的參加名額約300人，並參與兩項Globe Grants 合作計畫。聖
保羅市長應允特別為參加的社友安排一場「巴西嘉年華會」，可說是一
生難得的機會，請馬上報名，提早訂位。 
扶輪櫥窗(Rotary Show Case) ： 

 扶輪櫥窗為一種線上工具，探索全世界扶輪社友們所進行的各項專
案，以及與其他扶輪社、地區連結。如果有專案需要宣傳，請找
rotary.org/showcase即可。 

 
保護地球、愛樹計畫 ： 

例如「烏山頭植櫻花樹」「老樹救援」…等。 
國際扶輪特別指定六大領域為焦點服務奉獻的項目 : 
和平及預防/ 解決衝突 
預防及治療疾病 
水及衛生 
母親及兒童保健 

基本教育及識字 

經濟及社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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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60地區台中市第2-3分區 
2014-15年度助理總監簡介 

姓    名:陳永周AUTO 
生    日:43年01月20日                    
夫    人:林純璉 
現    任:有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職業分類:配電連接器 
電    話:04-24917378 
傳    真:04-24917379 
地    址:412台中市大里區工業12路1號 
E.mail：joe@uta.com.tw 
＜扶輪經歷＞ 
1989.7.20 入太平扶輪社        

  1990-1991 出席主委 
1991-1992 槌球主員 
1992-1993 理事、出席主委 
1993-1994 理事、聯誼主委 
1994-1995 理事、游泳主委 
1995-1996 理事、秘書 
1996-1997 職業考核委員、青少年主委 
1997-1998 理事、職業服務主委 
1998-1999 理事、節目主委 
1999-2000 理事、社會服務主委 
2000-2001 社會發展主委 
2001-2002 理事、副社長、社務服務主委 
2002-2003 社長 
2003-2004 理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4-2005 糾察 
2005-2006 理事、會計 
2006-2007 理事、社區主委 
2007-2008 理事、節目主委、臺中縣 2-3 分區副秘書長 
2008-2009 聯誼主委、 扶輪資訊主委 
2009-2010 理事、社區主委 
2010-2011 理事、職業服務主委 
2011-2012 理事、扶輪基金 
2012-2013  糾察、配合獎助金主委 
2013-2014  家庭懇談主委 
2014-2015  理事、臺中市 2-3 分區助理總監 
＜社會經歷＞ 
經營 有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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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國光扶輪社簡介 

臨時成立日期:1996 年 1 月 28 日            

區        域:大里區 

批 准 日 期:1997 年 4 月 30 日 

授       證:1997 年 5 月 3日 

例 會 日 期:每星期四下午 6:30 

例 會 場 所:菊園婚宴會館 

         大里區德芳南路 450 號 

辦 事 處 :412 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    話:04-2407-0672    傳  真:04-2407-1295 

社    友:62 位 

轉 導 社:大里扶輪社 

輔導特別代表:洪有益(A-KI) 

輔導委員:劉世雄、林枝成、黃國漢、林進重、彭金絨、黃泰詠、 

郭桂霖、賴慶華 

(一)民國 85 年(1996 年)11 月 21 日，大里扶輪社前社長劉世雄、洪有

益、彭金絨、林枝成、前秘書黃國漢、陳龍飛、社友郭桂霖、賴慶

華、林進重、黃泰詠等九名敦促策動籌備，由陳龍飛籌備組織。 

(二)民國 85 年(1996 年)12 月 9 日，邀請前總監代表馬瑞鳳，輔導特別

代表洪有益，大里扶輪社前社長劉世雄三人指導下籌組創立籌備

會。 

(三)民國 85 年(1996 年)12 月 28 日，下午 5:30 假大里市大里國中大禮

堂舉行大里國光扶輪社臨時成立典禮，當時社員人數共 21 名，並

推選陳龍飛為創社長，張任中為秘書。 

(四)民國 86 年(1997 年)4 月 30 日正式奉國際扶輪批准為大里國光扶輪

社(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並於(1997 年)5 月 3 日假

大里市東海漁村餐廳舉行授證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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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年度社長 

   
 
 
 
 
 
 
 
 
 
 

社長:詹順偉 STAINLESS  

出生:64 年 1 月 10 日 

職業分類:不銹鋼餐飲設備 

現任:尚益不銹鋼股份有限公司 

夫人:林淑惠 

扶輪經歷: 

2004 年 8 月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05~2006 年度  理事、總務主委 

2006~2007 年度  理事、糾察 

2007~2008 年度  理事、秘書 

2008~2009 年度  社員發展主委 

2009~2010 年度  高爾夫球主委 

2010~2011 年度  人類發展主委 

2011~2012 年度  職業服務主委 

2012~2013 年度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13~2014 年度  理事、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副社長 

2014~2015 年度  理事、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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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2015 年度秘書 

 

 

 

 

 

 

 

秘書:葉森雄 WELD  

出生 52 年 10 月 5 日 

職業分類:銲接自動化設備製造 

現    職:聯懷企業有限公司 

夫人姓名:陳令芳 

扶輪經歷: 

2009 年 7 月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09~2010 年度 扶輪知識副主委 

2010~2011 年度 禮品主委 

2011~2012 年度 地區媒體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年度 理事、人類發展主委 

2013~2014 年度 理事、糾察 

2014~2015 年度 理事、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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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屆保羅哈理斯 

1997~1998   陳龍飛、張任中、劉世雄 

1998~1999   吳大川、黃輝錦、陳誌平 

1999~2000   陸東明、劉世雄、賴基詮 

2000~2001   賴基詮、張世明、林炳村、徐足美(LU 夫人) 

2001~2002   黃輝錦、張明選、吳大川 

2002~2003   林炳村、林進源 

2003~2004   蔡振賢、賴成德 

2004~2005   劉世雄、劉興宗、陸冠辰(LU 的孫子) 

2005~2006   吳麗秋(S.T 夫人)、張煥文、黃輝錦 

2006~2007   廖欽烱、劉顯彰、陳譓寬(TRANS 夫人) 

2007~2008   李國文、詹順偉 

2008~2009   蔡秋明、莊榮華、郭玉美(SP 夫人) 

2009~2010   賴基詮、戴百樟、劉國勳 

2010~2011   莊榮華、蔡秋明、胡淑娟(RAIN 夫人) 

2011~2012   湯美月(Power 夫人)、曾復興、張明選 

2012~2013   魏瓊珠(Andy 夫人)、黃文隆、江淑卿(Fruit 夫人) 

2013~2014   曾復興、曾建忠、張煥文、黃國卿、李楨祥 

2014~2015   詹順偉、葉森雄、李國文、劉國勳 

2014-15 年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捐款名單   永久基金 

詹順偉 $10,000 元  李國文  $10,000 元       李楨祥  3,0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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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STAINLESS 社長的話 

地區總監 Jim 伉儷，地區團隊各位貴賓，助理總監，分區各友社社

長、秘書及扶青團的領導幹部、各位社友與寶眷，大家晚安，大家好: 

  感謝地區總監 Jim 今天率領團隊，蒞臨本社公式訪問。年度剛開始，

各項工作才起步，但我社已擬好各項工作計畫，希望能竭力完成總監所

交待的任務。今天謹將此計劃，向總監與團隊與全體社友及來賓作簡短

的報告。 

  針對今年 RI 主題「光耀扶輪」，大里國光社秉持有效能扶輪社四個

要素，依循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擬定工作目標如下。在社員發展：

原本 52 位社友，交接時新增 6 位，今天總監來訪又有 4 位新社友要授

證，所以目前共有社友 62 位。在防止社員流失：著重扶輪知識的宣導，

如辦理 STAR 會議，加強「扶輪宗旨」、「扶輪精神」、「四大考驗」的了

解落實保母計畫。在服務企劃：贊助朝陽科大~築夢.傳愛.不設限-身心

受限學生環島志工服務、扶輪之子義賣活動、捐贈台中市特殊教育學校

殘障輔具、捐贈大里永隆國小圖書館書籍管理電腦更新、配合 2-3 分區

於 11 月 22 日舉辦聯合捐血活動、大里國小學童牙齒健診、捐贈義勇消

防總隊婦女防火宣導大隊十九甲分隊購買防火宣導服裝。新世代服務：

成立大里國光扶青團；RYE 方面， OUTBOUND 3 位、INBOUND  1 位，大

里國光獎學金，地區內將有 10 所高中職校 20 位優秀清寒學生獲頒此項

獎學金。扶輪基金：4 位保羅哈理斯之友。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準備推

薦一位碩士生，扶輪之子目前本社也有 51 位的認養名額。如果上述各

項活動都能完成，那我們的扶輪形象自然就提升了。 

扶輪是一個「進來學習,出去服務」的道場，「服務愈多，獲益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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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不變的信念，願以「光耀扶輪」的精神，共同為扶輪願景打拼，

讓人生過得更有意義，更有價值，才能體會「參與扶輪，融入扶輪，享

受扶輪」的真諦。 

感謝總監蒞臨指導與鼓勵，祝各位身體健康、家庭美滿，各社社運

昌隆，謝謝大家！ 

WELD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踴躍推薦 2014-15 年度團體研究交換 GSE 團
員候選人。 
說明:  1、團體研究交換是國際扶輪資助專業人士拜訪特定國家扶
輪地區，達成民間文化交流、職業心得交換，增進專業學習及促進
國際友誼。 

2、訪問地區及時間： 
    美國 6980 地區（美國佛羅里達州 奧蘭多 Orlando）。奧

蘭多位於中佛羅里達州，是世界上最好的休閒城市之
一。在奧蘭多有老少咸宜的主題樂園，如華德迪士尼
世界、環球影城、冒險島樂園, 海洋世界及無數的旅
館，造就了它的觀光地位。 

               訪問時間－預定 2015 年 4 月 12 日–2015 年 5 月 10 日。 

3、徵選團員人數：四名(性別不拘)。 
4、團員資格： 
    1.必須在合法的事業機構專任工作兩年以上。 
    2.年齡必須在 25-40 歲之間。 

3.英文聽、說、讀、寫流利。 
4.不是扶輪社友、榮譽扶輪社友、扶輪機構職員、扶輪
社友子女或其配偶。 
5.設籍在 3460 所屬扶輪地區一年以上。 
6.凡熱誠且具團隊分工合作精神者。 
7.由本地區扶輪社推薦，並經地區 GSE 委員會審查通
過。 

      5、申請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5 年 9 月 12 日止(以郵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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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憑) 

      6、被推薦者申請應檢附： 
1.團員報名表一份 (須推薦扶輪社社長簽名)  
2.中文自傳 
3.在職證明書 
4.彩色半身相片 2 張 

           請 各扶輪社將被推薦者資料掛號郵寄至總監辦公室。 
      7、其他未盡事宜，請與地區 VTT(GSE)主委 詹定宇 CS(台中

社)(E-mail : chandingyu@gmail.com、電話 : 0952914111)或
總監辦公室聯絡。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知 2015-16 年度台灣扶輪大使獎學金開始申請。轉

知各社國外姊妹社或友好社，踴躍推薦國外優秀青年來台留
學，以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 

說 明:  1、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勵國外青年來台學習華
語及台灣文化，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特設「台灣扶輪
大使獎學金」。 

2、本獎學金係來自台灣七地區扶輪社友所捐之「統一捐
款」。每年名額視各地區之統一捐款金額核定。預計每
年每個地區各一個名額。 

3、特此專函，敬請廣為週知並鼓勵各社之國外姊妹地區或
友好扶輪地區所屬扶輪社踴躍向貴地區提出申請。 

4、同封附上台灣扶輪大使獎學金中英文簡介各一份謹供備
查。如需英文申請書之電子檔，請上基金會網站下載，
或向秘書處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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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友新血輪 

吳彥恆(SKIN)  

夫人姓名:柯麗珍 

職業分類:製造業 

現  職: 良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 412 台中市大里區仁化工十路 13 號 

電    話:2495-2117      傳真:2493-7484 

生    日:55.07.13 

入社日期:103 年 8 月  行   動:0923-691230 

介 紹 人:康賜鑫 

 

 

 

 

 

黃英彥(SEVEN)  

夫人姓名:施惠文 

職業分類:便利商店 

現    職: 誠彥企業有限公司 

地    址: 411 台中市太平區建興路 47 號 

電    話:2276-9121    傳真:22739163 

生    日:51.11.25 

入社日期:103 年 8 月  行    動:0933-513117 

介 紹 人:葉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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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威岳(WILLS)  

夫人姓名:何湞惠 

職業分類:室內裝修 

 現    職: 建隆室內裝修工坊 

地    址: 402 台中市南區台中路 546 號 7 樓 

電   話:          傳真:2280-8222 

生   日:61.08.03 

入社日期:103 年 8 月行    動:0932-627454 

                介 紹 人:葉秀仁 

 

 

 

陳茂煒(WE)  

夫人姓名:韓素蘭 

職業分類:機械板金 

  現  職: 台全成精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 412 台中市大里區西柳街 32 巷 20 弄 1 號 

電   話:2491-0368     傳真:2491-8911 

生    日:53.02.27 

入社日期:103 年 8 月  行    動:0928-905641 

               介 紹 人:葉秀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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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國光扶輪社社員名錄 
姓 名 社  名 服務機關、職稱 職業分類 
詹順偉 STAINLESS 尚益不銹鋼股份有公司 不銹鋼餐飲設備 

葉森雄 WELD 聯懷企業有限公司 銲接自動化設備 

賴基詮 WATCH 明時鐘錶眼鏡行 鐘錶眼鏡精修買賣 

黃輝錦 P.U. 神鼎工業有限公司 塑膠射出 
林炳村 JASON 玉鼎電機實業有限公司 工業冰水機製造 
張明選 S.T. 鑫時代企業有限公司 冷凍空調器材製造

買賣 
廖欽烱 TRANS 豐功電機有限公司 變壓器製造 
李國文 CNC 崑吉精密工(股)有限公司 五金零件製造 
蔡秋明 S.P. 三星化工原料有限公司 化工原料販賣 
戴百樟 FRUIT 三益青果行 香蕉批發 
莊榮華 RAIN 新雨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五金零件、螺絲製造
張煥文 POWER 寶國機電顧問有限公司 機電顧問 
劉國勳 ANDY 裕鴻興業股份公司 微小精密軸心製造 
曾復興 PHARMA 帝浩貿昜有限公司 西藥經銷 
陳誌平 ELEC 豐順電器材料有限公司 電器材料 
李盛明 COMPUTER 眾鼎盛工程問有限公司 電腦軟體設計 
林登華 ALUMI 吉隆鑄造廠(股)有限公司 鋅鋁合金零件製造 
劉顯彰 ARCH 劉顯彰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黃國卿 INJECTION 高昱貿易有限公司 塑膠射出 
林銘鑒 SHOES 尚大食品有限公司 糕餅業 
周國昌 JOU 毅鑫有限公司 廠房鋼構 
曾建忠 NET 翰寧電腦有限公司 綱路系統整合 
張裕宜 MEGUS 巨薪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貿易 
蘇武宗 AIR 尚星技研有限公司 抽送風機製造 
黃文隆 LIFE 南山人壽保險 人壽保險 
林秉裕 YUKEN 田豐空油壓有限公司 油壓、機械 
陳益武 MIKE 宏浚工業有限公司 機械五金 
陳鴻文 DESIGNER 上群室內設計 室內設計 
廖朝南 LUCKY DOOR 美大立實業(有)限公司 捲門、建材 
何應欽 PAR 峰康企業(股)公司 貿易商 
吳宗隆 TEACHER 大東華文理補習班 教育服務 
李楨祥 L.S. 國倫營造有限公司 建築、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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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偉帆 YOUNG   

DENTIST 
遠傳牙醫診所 牙醫師 

鐘錦坤 X-BUILDING 峻帛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營造業 
謝雲龍 MANPOWER 百達盛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外勞、人力仲介 
劉憲隆 GEAR 永豐齒輪工廠股份有限公

司 
齒輪製造 

康賜鑫 KANG KANG 鑫福廚品(股)公司 貿易 
林金雄 JARHON 珈鋐機械股份有限公司 機械製造 
廖繼鋒 LAWYER 廖繼鋒律師事務所 律師 
葉秀仁 JAMES 佳美食品工業(股)公司 食品 
邱仕銅 COPPER 祐誠工業社 五金工具製造 
賴榮松 PETER 嘉億不銹鋼工程行 不銹鋼工程 
胡開化 MOLD 捷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模型 
王崇翰 AGENT 守豐地政士事務所 房地產代移轉 
簡聖隆 HOUSE 全國不動產(大里店) 不動產 
吳敬堯 DRAGON 明龍工業有限公司 零件加工 
蔡永富 TERRY 裕誠精密有限公司經理 自動車床加工 
黃承偉 ROLLING 高暄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精密螺桿 
張祈雄 TOOL 陸同五金機械有限公司 手工具 
葉仲任 JAMEI 中州科技大學講師 教學 
王元龍 PAPER 王順造紙興業(股)公司 紙類 
曾文義 SMILE 幸福牙醫診所 一般牙科 
邱翊紘 WILLY 顧問諮詢師 餐飲行銷管理業 
黃健源 DRUG STORE 永欣藥局 西藥販賣 
施澧羽 COOLIN 林工業有限公司 廠空氣淨化 
詹振忠 FLOWER 環球花藝禮儀公司 喪禮服務 
陳信宏 FANDI 凡迪企業有限公司 系統傢俱 
黃志豊 PRESS 宏維企業社 沖床加工 
吳彥恆 SKIN 良冠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製造業 
黃英彥 SEVEN 誠彥企業有限公司 便利商店 
陳威岳 WILLS 建隆室內裝修工坊 室內裝修 
陳茂煒 WE 台全成精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機械板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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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第17、18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103.06.26 

 

 
 
 
 
 
 

 
 

 
 
 

 
 
 

 

 
與烏日社聯合例會~贈主講人:莊一全博士禮         

品 103.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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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份扶輪家庭、女賓夕活動    扶輪之子義賣活動於 128 畫廊合影 103.08.03 

103.07.25 

 

     

扶輪之子義賣、父親節暨扶輪家庭、  社區服務~朝陽科大-身心受限學生環島志工 

女賓夕活動 103.08.03              服務 

 

助理總監參訪~社務行政會議 103.08.07 



 

 
 

 

 30

 
2014-2015  1030814 期

刊  

 

 
 



 

 
 

 

 31

 
2014-2015  1030814 期

刊  

 



 

 
 

 

 32

 
2014-2015  1030814 期

刊  

 
 



 

 
 

 

 33

 
2014-2015  1030814 期

刊  

 
 
 
 
 
 
 
 

 
 

 

扶輪之宗旨： 

扶輪之宗旨在於鼓勵並培養以服務理想

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勵與

培養 

第一：增廣認識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高道

德之標準；認識一切有益於社會的職業

之價值，及每一扶輪社員應遵重其本身

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第三：每一扶輪社員能以服務理想應用

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第四：綜合具有服務理想之各種事業及

專門職業人士，以世界性之聯誼，增進

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扶輪之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

心自問: 

一、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2014-15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