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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七月二十八日 

第20屆第5期 

第9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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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歡迎迎  地地區區總總監監  

                                陳俊雄(JOY)伉儷 

                        蒞蒞臨臨公公式式訪訪問問                          

                地點:菊園宴婚會館(大里區德芳南路450號)  
 

2016-2017 年度理事 
曾建忠、林炳村、張明選 
鐘錦坤、黃輝錦、何應欽 
劉顯彰、李國文、康賜鑫 
曾復興、劉國勳、張祈雄 
吳宗隆、劉憲隆、黃承偉 

社 長：曾建忠 副社長：鐘錦坤  秘書：何應欽  會計：張祈雄 糾察：陳威岳 

社 務 行政主委：鐘錦坤
社員委員會主委：康賜鑫 
服 務 企劃主委：劉憲隆 
扶 輪 基金主委：曾復興 
公關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新世代服務主委 : 陳鴻文 

節目主委：劉國勳
出席主委：林毅勳 
聯誼主委：邱翊紘 
社刊主委：葉仲任 
授證主委 : 黃輝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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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輪3460地區大里國光扶輪社、草悟道扶輪社 

          2016~2017年度總監聯合公式訪問程序表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964次例會/草悟道扶輪社第 16次例會程序表 

 

18:00 例會開始                    司 儀: 大里國光GEAR+草悟道LIFE 

1.社長鳴鐘開會                               

2.唱扶輪頌 

3.宣讀四大考驗 

4.介紹地區總監JOY 

5.唱歡迎地區總監歌 

6.介紹貴賓及各社社長  

7.唱歡迎社友歌 

8.大里國光社NET社長致詞 /草悟道社ALADDIN社長致詞 

9.地區總監JOY致詞及專題演講 

10.頒發保羅哈理斯獎章 

時    間 會議名稱   參加人員 

15:30~16:00 總監與大里國光社社長、秘書座談會 社長、秘書、副社長 

16:00~16:30 總監、總監團隊與大里國光社社長、秘

書六大主委及各主委社務行政會議 

社長、秘書、六大主委、

財務、糾察 

16:30~16:40 休息時間  

16:40~17:10 總監與草悟道社社長、秘書座談會 社長、秘書、副社長 

17:10~17:40 總監、總監團隊與草悟道社社長、秘書

及五大主委及各主委社務行政會議 

社長、秘書、五大主委、

財務、糾察 

17:50-18:50 例會、總監專題演講(頒獎、表揚) 來賓、全體社友暨夫人

19:00 聚餐聯誼-晚會節目表演 所有與會人員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大里區德芳南路450號，TEL:2486-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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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里國光社 

(受獎人: 社長 曾建忠Net、秘書何應欽Par、曾復興PP.Pharma、林炳村

PP.Jason、張明選PP.S.T、陳鴻文Designer、李楨祥L.S、鐘錦坤X-building、

吳宗隆Teacher、陳淑真Jason夫人、洪麗琪Gear夫人) 

 

草悟道社 

(受獎人: 社長袁丁民ALADDIN、秘書詹修政COLLING) 

11.新社友授證儀式 (大里國光社.草悟道社) 

12.大里國光社區服務團RCCs成立暨授旗儀式 

13. RYE交換派遣學生授旗典禮儀式(草悟道社) 

14.頒發中華扶輪教育基金獎章 

15.地區總監JOY贈社長伉儷禮品 

16.貴賓致詞 

17.社長鳴鐘閉會 

18.大合照   

19.餐敘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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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年度國際扶輪社長【簡介】 

約翰. 澤恩John F. Germ 

  簡介 

                                  約翰. 澤恩John F. Germ 

                                  國際扶輪2016-17 年度社長 

                                      查坦努哥扶輪社 

美國田納西州澤恩是坎貝爾聯合工程顧問公司的董事長暨執行長。他在美國

空軍服役4年後，於1965 年進入該公司擔任工程師。他曾在數個組織的理

事會服務，包括公共教育基金會、橘林殘障服務中心及安全供血中心。 

他是查坦努哥州立科技社區大學基金會的創辦人兼財務長，也是田納西州青

商會會長。澤恩自1976 年加入扶輪成為扶輪社員迄今，曾擔任國際扶輪副

社長、理事、扶輪基金會保管委員及副主委、扶輪基金會保管委員會主委特

助、扶輪2 億美元挑戰委員會主委、國際扶輪理事會執行委員會委員、國際

扶輪社長特助、社員地帶協調人、委員會委員及主委、特別工作小組地帶與

區域協調人、國際扶輪訓練領導人及地區總監。 

澤恩曾獲頒國際扶輪的超我服務獎及扶輪基金會的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

獎。他與夫人茱蒂Judy 都是阿奇. 柯蘭夫會員。 

國際扶輪主題 扶輪服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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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0 地區2016-17 年度 

        

        

   約翰. 澤恩 John F. Germ 
    2016-17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 

    

   

 

 

 

 

過去的 111 年來，扶輪對許多人而言，深具多層意義，經由扶輪，扶輪人尋

獲友誼，社區歸屬感及人生目標。扶輪人建立彼此深厚的關係，在職場上步

步高升，並獲得在別處無法取得妙不可言的經驗。每週，全球超過 34,000 個

扶輪社裡，扶輪人齊聚一堂，談天說笑，交換意見。然而，最重要的是，我

們相聚一起是基於至高無上的目標：服務。 

在草創時期，服務人類一直是扶輪基石，迄今仍是扶輪主要宗旨。我相信當

今沒有比成為扶輪社員，而能提供如此意義深遠的服務更好的途徑；也沒有

任何組織比扶輪更能為世界帶來真實且正面的差異。沒有其他任何組織能如

此有效地將各行各業，忠心能幹的專業人才凝聚起來，共同達成其雄心壯志。

我們具備能力，網絡及知識，透過扶輪來改變世界，唯一的局限就是我們加

諸於自己身上的限制。 

當今，我們的組織處於臨界點：亦即歷史的重要關頭，在許多層面上將決定

扶輪下一個腳步。我們已經攜手為世界提供卓越的服務，明天，我們的世界

將對我們更為倚重。現在該是好好運用我們的成果的時候了：我們以決心和

熱忱，成功的根除小兒麻痺症，並使扶輪突飛猛進。我們的目的就是，要長

長久久成為世界更大的一股力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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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根除小兒麻痺症，我們學到許多經驗，其中最重要且最簡單的是：如果要

讓扶輪勇往直前，我們必須朝同一方向邁進。無論在各社、各地區、乃至國

際扶輪層級，領導階層之貫徹，是我們欣欣向榮和充分發揮潛能的唯一途徑。

單單引進新社員和成立新社是不夠的，我們的目標並不是要更多的扶輪社

員，而是擁有更多能履行美好志業的扶輪人，而他們在未來能成為扶輪領袖。 

保羅·哈里斯在日薄西山時，回顧他邁向扶輪之路並寫下「個人的努力，可能

被轉化為個人的需求，但眾人凝聚的努力，應該貢獻於服務人類，這股凝聚

力所向披靡，毫不受限。」當時他幾乎沒料到，有朝一日，竟然有超過 120 萬

扶輪人，凝聚他們的努力，並且透過扶輪基金及他們的資源來服務人類。而

我們可以想像保羅·哈里斯是何等語重心長，期許扶輪人來履行如此殷重的扶

輪志業；達成這些志業，我們責無旁貸；將「扶輪服務人類」的優良傳統發

揚光大，更是我們的榮耀。真誠地 ! 

 

約翰.澤恩 John F. Germ 

2016-17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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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2017年度總監 

          陳俊雄(JOY)簡介 

陳俊雄 DGE Joy 

所屬扶輪社：台中東區社   

出生：民國37年7月3日 

出生地：台灣省台中市豐原區 

教育背景：國立豐原高中 

夫人姓名：江碧雲 Doris 

職業分類：自行車零組件以及電動能產品 

語言能力：中文、閩南語、英語 

現任：久裕企業集團 總裁 

家庭狀況： 

四男三媳，拾孫兒女 

夫人 – 江碧雲 ( Doris )  

長子 – 陳世偉 (Tate)  長媳 – 賴佩蓉 ( Anny)        

次子 – 陳承甫 ( Cheng-Fu ) 

三子 – 陳松君 ( Jeff ) 三媳 – 余慧婷 ( Jessica )      

屘子 – 陳承孝 ( Shawn )屘媳 – 劉曉青 ( Hsiaoching )   

孫兒女 – 十位 (五男五女) 

 

社會經歷： 

現任： 

久裕企業集團 總裁 

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17年度總監當選人 

慈善團體~喜福聯誼會 會長 

財團法人自行車新文化基金會 理事 

工業精銳獎聯誼會 副會長 

曾任： 

中華民國第一屆傑出工商企業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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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青年創業協會第20屆青年創業楷模（1997年） 

國際扶輪台中東區扶輪社 （1993-1994社長） 

中國青年創業協會總會 常務理事 

中區創業楷模聯誼會 會長（2011年） 

中華民國商業總會 優良商人 金商獎（2011年） 

台灣區自行車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六屆、七屆理事 

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1-12年度第34屆地區年會主委 

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2-13年度地區助理總監     

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17年度地區總監當選人 

3460地區扶輪經歷Rotary Experiences:  

1987年7月3日加入台中東區扶輪社 

1989-1990 理事 

1993-1994 社長 

1997-1998 世界聯誼主委 

1998-1999 社員甄選主委 

1999-2000 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扶輪知識主委 

2001-2002 職業發展主委 

2002-2003 社員發展主委 

2003-2004 職業分類主委 

2004-2005 諮詢委員會委員 

2005-2006 職業發展及主委 

2006-2007 扶輪基金主委 

2007-2008 扶輪知識主委 

2014-2015 地區總監提名人( DGN ) 

2014.11.2  參加扶輪領導學院(第23期)RLI訓練 

2015-2016 地區總監當選人( DGE ) 

2015 國際扶輪台灣總會理事、財團法人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基金會董事 

出席國際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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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澳洲雪梨國際扶輪年會 

2014  參加RI於芝加哥總部表揚 AKS  

2014  參加國際扶輪2014年地帶會議 (馬尼拉 沙巴) 

2015  巴西國際年會 

2015  參加國際扶輪2015年地帶會議 (菲律賓 馬尼拉) 

2016  聖地牙哥國際扶輪研習會 ( IA ) 

扶輪基金捐獻 

2008-2009 捐贈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30萬元冠名獎學金 

2012-2013 捐贈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10萬元，社區服務基金—地利  國小校

園永續經營20萬元 

2013-2014 捐贈埔里基督教醫院—長期照護大樓基金10萬元 

Major Donor巨額捐獻人 

捐贈柬埔寨義診活動自行車40台 

保羅哈里斯之友 

AKS會員 

和平基金會員 

公司獲獎事蹟：2014年12月8日正式興櫃代號：4559，股票類別：電機股 

台灣精品銀質獎 

國家磐石獎 

德國IF Award設計獎 & RED DOT設計獎 

台北國際創新設計獎 

小巨人獎 

工業精銳獎 

國家人力創新獎 

中國最成功設計大賽 

金點設計獎 

「全國標準化獎」 

「第1屆 國家人才發展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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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 地區2016-17 年度 總監 陳俊雄 DG JOY 自傳 

首先先與各位分享，Joy 本人就是為了「學習」及「幫助別人」 

而參加扶輪。 

Joy 出身于台中豐原，那是一個位於台灣中部美麗的城市。出身貧 

困家庭，接手父親留下的自行車零配件產業，與夫人江碧雲女士胼手 

胝足，當時員工只有6 位，廠房15 坪，打拚46 年來至今已是一家跨 

國自行車零組件專業製造廠及全球專業行銷據點，員工達1500 名，年 

營業額突破數十億元的久裕企業集團，現任集團總裁。 

久裕集團事業體包括：台灣總部、深圳廠、昆山廠、蘇州泰州廠、 

美國子公司、歐洲子公司。久裕產品有自行車花鼓(Hub)、輪圈組、電 

動自行車及電動輔助車、電機馬達、鋰電池…等。 

曾獲第18 屆國家磐石獎(2009 年)，工業精銳獎(2011 年)，國家 

發明創作銀牌獎(2012 年)，小巨人獎(2012 年)以及多屆台灣精品獎… 

等，於2014 年榮獲國家人力創新獎、德國 IF 設計獎、台北國際自行 

車創新設計獎、中國最成功設計大赛。2015 年榮獲國家人才發展獎、 

「台北國際自行車創新設計獎」、金點設計獎全國標準化獎等。 

2015 年12 月正式興櫃掛牌，電機股，股號：4559。 

Joy 與夫人育有4 子，長子留學日本，曾為台中東友社社友，現 

派駐大陸深圳廠，兼任集團執行長一職。次子為留學美國的電腦語言 

博士，現為美國波士頓大學教授。三子留學英國學習商業工程，現任 

集團全球行銷總監，負責集團全球行銷與通路等。四子為留學美國電 

機碩士，現任大陸昆山廠總經理。Joy 經營發展事業，教育下一代， 

克紹箕裘，參與事業，發揚光大。現已有十位孫子，5 男5 女。Joy 

曾得過全國第一屆傑出工商企業楷模，青年創業協會第20 屆青年創業 

楷模，台中縣大雅鄉好人好事代表，「全國商業總會」優良商人金商 

獎…等，亦捐鉅款給國際圓桌教育基金會，以及與同好籌組喜福慈善 

聯誼會。 

永遠都記得我四歲的時候，家境困頓貧窮，父母帶著三位姐姐與 

我借住在親友的穀倉中（免費的），當時父親因腿疾病而住院母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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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生計替人洗衣維持家計。那時我的母親曾為還債、醫藥費以及生活 

所需等費用，帶著Joy 從豐原走了一整天的路到台中(來回約35 公里) 

向親友借錢，可謂舉債度日。當Joy 十二歲那一年與母親到台東遊玩 

的火車上，途經美麗的台東海岸母親遙望著蔚藍海洋有感而發的對我 

說：「孩子啊！你未來若有能力，要記得幫助別人…」，但母親的這 

句話至今仍迴盪在我的腦海，謹記於心。 

Joy 於1987 年獲邀加入台中東區扶輪社，於1993-94 年度擔任社長， 

2011-2012 年度擔任本地區第34 屆地區年會主委，2012-2013 年度擔 

任地區助理總監，2014 年4 月通過為2016-17 年度DGND(總監提名人 

指定人，今年7 月1 日起已成為2016-17 DGN-總監提名人)，Joy 目前 

亦是AKS 會員。 

Joy 秉持著『扶持弱勢、淨化社會、培育英才』為3460 地區 

2016-2017 年度之使命，來完成RI 期待的『扶輪服務人類』、『ROTARY 

SERVING HUMANITY』的使命，是本年度重要推展亦是身為3460 地區最 

後一屆總監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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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年度工作計畫 

 

『扶持弱勢、淨化社會、培育英才』為 3460 地區2016-2017 年度之使命,

來完成 RI 期待的『扶輪服務人類』、『ROTARYSERVING HUMANITY』的使命,

是本年度重要推展。 

3460 地區 Slogan:Joy to the Rotary 歡樂滿扶輪 

　  

各社例會前必須朗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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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RI社長獎獲獎必要條件，有兩項務必要達成。  

1. 在扶輪社中央系統（Rotary Club Central）至少設定10個目標。(單

純因為目標值設定未達成，是不會影響獲獎的) 

2. 在7月與1月按時繳納RI半年會費。 

 

吸引社員與社員參與部分，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兩項目標：  

1. 社員淨增。小規模扶輪社（社員人數50名或以下）必須淨增至少1

名社員；大規模扶輪社（社員人數51名或以上）必須淨增至少2名社員。

2. 較去年增進至少百分之一的社員續留率或維持百分之百的續留率。 

3. 招募年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社員人數50名或以下的扶輪社必

須有2名年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人數51名或以上的扶輪社必須有

4名年齡小於40歲的新社員入社。新社員必須在 MyRotary 設立自己的

profiles（個資簡介）。  

 

基金會捐獻部分，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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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捐獻至少536美元以支持我們的基金會。 

2. 每一位社員至少捐獻26.50美元以支持我們的基金會。 

3. 為｢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募集至少2,650美元的捐獻，以紀念扶

輪基金會百週年。 

4. 為｢年度基金｣爭取全社平均達每位社員至少100美元的捐獻。(全社平

均，且是未指定用途的年度基金) 

5. 為慶祝基金會百週年紀念，達成五年來的最高捐獻記錄（集合所有社

員的任何捐獻，每位社員至少捐獻26.50美元）。 

6. 至少增加1名捐助者或遺贈會友社員。 

｢採用線上工具｣部分，當您執行下列活動，活動資訊都將自動記錄網上。

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兩項目標： 

1. 至少百分之五十的社員將自己的專長及興趣輸入My Rotary的

profiles（簡介）部份，並解鎖以供其他社員閲覽。 

2. 在Rotary Showcase（扶輪展示窗）張貼一件扶輪社推動的活動計劃。

3. 在Rotary Ideas（扶輪意見交換）張貼需要協助或願意捐助的服務計

劃。 

4. 至少有2名社員參加My Rotary的 discussion groups（討論小組）。

 

｢人道服務｣部分，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1. 爲了加強社區的參與並確保計劃的持續，輔導至少一隊扶輪社區服務

團隊（RCC）。 

2. 確保至少有1名社員屬於理事會批准的扶輪社員行動團。 

3. 贊助至少一件全球獎助金或地區獎助金計劃，以與扶輪基金會結爲夥

伴。貴社可洽詢地區，確證此項計劃為全球獎助金計劃，或是已涵蓋於

2016-17年度的地區申請地區獎助金的支出計劃之中。(自己申請的或地

區服務計劃是DDF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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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派遣至少1名社員出席獎助金管理研習會。 

5. 與扶輪的一個服務夥伴合作，執行計劃。請注意：扶輪有多個合作夥

伴可直接與扶輪社一起實施計劃。 

6. 與一個或多個企業，政府機構，或非政府組織建立夥伴關係。 

7. 與地域内的至少5個扶輪社合作，以擴大服務的機會及增進扶輪的形

象。(参與地區服務活動應該都有五社以上，或是分區聯合服務活動) 

 

｢新世代｣部分，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三項目標： 

1.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輪青年服務團。 

2.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以社區為基礎的扶輪青年服務團。 

3. 現在輔導或共同輔導扶輪少年服務團。 

4. 至少有1名社員指導扶輪青年服務團或扶輪少年服務團的團員。 

5. 邀扶輪青年服務團或扶輪少年服務團的團員一起執行貴社的各種計劃

與活動。 

6. 派遣或接受至少一名扶輪青少年交換學生(RYE)。 

7. 贊助一名青少年參加RYLA（扶輪青少年領袖獎）。 

 

｢公共形象｣部分，必須達成下列目標中之一項目標： 

1. 主辦有關扶輪基金會社及其百週年紀念的活動，以將扶輪介紹給社

區。(一般扶輪公共形象推展宣傳活動) 

2. 要求當地新聞媒體報導傑出的扶輪社計劃。請上 Rotary Club Central

（扶輪中央系統）報告。 

3. 邀請當地媒體至少參加扶輪社的一項活動，服務計劃，或募款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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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16-17 年度地區活動使命:「扶持弱勢、淨化社會、培育英才」 

 

 展開社區服務—八大活動: 

(一) 反毒大遊行 

(二) 寒冬送暖、義賣活動 

(三) 偏鄉英語教學 

(四) 社區彩繪 

(五) 扶輪一騎跑(馬拉松 / 自行車) 

(六) 肝病防治 

(七) 扶輪之子 

(八) 關懷青少年與老人( 生命線 ) 

 

三、2016-17 年度十大挑戰目標 

 

1. 獲得 RI 社長獎的「社數」:58 社以上 

2. Rotary Club Central:3460 地區 100%於 6 月 30 日前完成設立 

3. 社員發展:1,000 位以上 

4. 社數成長:達 112 社以上 

5. 扶輪基金:USD 120 萬以上 

(1) EREY:30 社以上 Major Donor:100 位(慶祝扶輪百週年) 

(2) 每位社友(捐):USD 26.50 /年以上 

(3) AKS:2~3 位 

(4) Paul Harris:100 位以上 

(5) Paul Harris Fellow:10 位以上 (目前 8 位) 

6. 扶青團成長:2 團以上 

7. 扶少團成長:3 團以上 

8. 新增社區服務團:1 團以上 

9. VTT(職業訓練團隊):1~2 件新幾內亞(New Guinea)或菲律賓 

10. 國際義診:1 件(菲律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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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基金會六大焦點 

焦點領域說明與目標 

扶輪基金會(TRF)保管委員會已經為新的獎助金架構決定了 6 大焦點領域。

這些領域反映了 全世界扶輪社友正在處理的迫切的人道問題與需求。它們將

讓扶輪與其他國際性發展工作 結合因而在策略上促進了基金會的使命。 

目的與目標說明 

  

1. 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  

   扶輪基金會透過以下方式推動和平與衝突預防/解決的實施    

    a.強化當地性的和平工作    

    b.訓練當地的領導人以與防及調解衝突  

    c.在受到衝突影響的地方支援建立長期性的和平    

    d.協助受到衝突影響的脆弱族群,特別是兒童與青年 

    e.支援與和平及衝突預防/解決有關的研究 

2.疾病預防與治療  

  扶輪基金會經由以下方式減少疾病的原因與影響 

   a.改善當地健康照護專業人員的能力 

   b.對抗 HIV/AIDS,瘧疾,以及其他重大疾病的蔓延 

   c.改善當地社區的衛生基礎建設 

   e.教育並動員社區來協助預防重大疾病的蔓延 

   f.支持與疾病預防及治療有關的研究 

3.水與衛生  

  扶輪基金會經由以下方式確保人們能持久性的使用水與衛生設備 

   a.增加社區公平的使用安全的飲用水與基本的衛生設備  

   b.強化社區開發及維護持久性的供水與衛生系統的能力  

   c.教育社區有關安全飲用水、衛生設備、以及衛生觀念。  

   d.支持與水及衛生相關的研究 

4.母親與兒童健康  

  扶輪基金會經由以下方式來改善母親與她們小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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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降低5歲以下兒童的死亡率 

   b.降低產婦死亡率 

   c.為母親與她們小孩改善對於基本醫療服務的使用機會並且訓練健康照

護提供者 

   d.支持與母親及兒童健康有關的研究 

5.基礎教育與識字  

  扶輪基金會經由以下方式來推動所有人的教育與識字 

   a.確保兒童有機會得到合格的基礎教育  

   b.降低教育的性別不平等 

   c.增加成人識字率 

   d.強化社區支持基礎教育與識字的能力  

   e.支持與基礎教育及識字有關的研究 

6.經濟與社區發展  

  扶輪基金會經由以下方式來投資於人民以在他們的生活與社區中產生可衡

量並且持久 的改善 

   a.在貧困的社區強化培養當地的企業家與社區領導人,特別是女性  

   b.開發正當並且有收穫的工作的機會,特別是為年輕人 

   c.建立當地的機構與社區網絡支持經濟發展的能力 

   d.支持與經濟及社區發展有關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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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3460地區台中市2-3分區 

2016-17年度助理總監簡介 

姓名:林炳村  JASON     

夫人姓名:陳淑真(Judy) 

職業分類:工業冰水機製造 

現    職:玉鼎電機實業有限有公司 

地    址:412台中市大里區工業8路38號 

電    話:2491-5585    傳真:2491-6698 

生    日:44.05.01 

入社日期: 85年12月 

行    動:0937-216677 

扶輪經歷: 

         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為創社社友 

1997~1998年度  聯誼主委 

1998~1999年度  理事、社會服務主委 

1999~2000年度  出席主委 

2001~2002年度  理事、副社長 

2002~2003年度  理事、社長 

2003~2004年度  理事、國際服務主委 

2004~2005年度  高爾夫球主委 

2005~2006年度  金蘭主委 

2006~2007年度  理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7~2008年度 理事、世界社區服務(WCS)主委、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副主委 

2008~2009年度 理事、會計 

2009~2010年度 公關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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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2011年度 社區服務主委、金蘭主委、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顧問 

2011~2012年度 社員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顧問 

2012~2013年度 節目主委、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顧問 

2013~2014年度  理事、公共關係委員會主委 

2014-2015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主委、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金蘭主委 

2015-2016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委員會諮詢委員、扶輪宣傳主委 

2016-2017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委員會主委、2-3分區助理總監、理事 

社團經歷: 

大里民防顧問團主席 

台中縣橡塑膠機械協進會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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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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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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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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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年度社長 

社長:曾建忠  NET   

生日:57.05.08 

職業分類:電腦網路系統 

現職:翰寧電腦有限公司 

夫人:麥鳳琴 

扶輪經歷: 

2008年7月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09 ~ 2010年度 理事、社刊主委 

2010 ~ 2011年度 理事、社刊主委、RYE 青少年交換主委 

2011 ~ 2012年度 理事、會計、新世代服務、RYE青少年交換、扶少團主委 

2012 ~ 2013年度 理事、新世代服務主委、扶少團主委 

2013 ~ 2014年度 理事、秘書、RYE顧問、扶少團顧問、保羅哈里斯主委 

2014 ~ 2015年度 聯誼主委、RYE顧問、扶少團顧問、扶青團輔導特別代表 

2015 ~ 2016年度 理事、副社長、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扶青團輔導代表、

草悟道社輔導委員 

2016 ~ 2017年度 理事、社長 

地區扶輪經驗: 

2011 ~ 2012年度 泰國曼谷世界年會 

2012 ~ 2013年度 地區扶少團委員 

2013 ~ 2014年度 地區RYE青少年交換委員 

2014 ~ 2015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地區RYE青少年交換委員、地區RYLA

領袖獎委員、 地區37屆年會分組討論服務計畫組 

2015 ~ 2016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扶輪領導學院RLI第28期、地區

RYE青少年交換委員、地區講習會(DTA)扶少團 & RYLA領袖獎 & RYE青少年

交換 主講人 

2016 ~ 2017年度 地區扶輪櫥窗SHOWCASE主委、地區職業道德與成就獎勵

委員會副主委、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2-3分區RCC委員會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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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年度秘書 

秘書:何應欽   PAR 

生日:51.09.11 

職業分類:貿易商 

現職:峰康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夫人:林柏伶 

 

扶輪經歷: 

2011年2月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2 ~ 2013年度 理事、扶輪宣傳主委 

2013 ~ 2014年度 國際姊妹社推廣主委 

2014 ~ 2015年度 理事、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2015 ~ 2016年度 理事、職業服務主委 

2016 ~ 2017年度 理事、秘書、保羅哈理斯之友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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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2016-2017年度第二十屆理事與職員委員芳名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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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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2016   劉顯彰、劉憲隆、廖欽烱、邱仕銅 

2016~2017   曾建忠、何應欽、曾復興、林炳村、張明選 

            陳鴻文、李楨祥、鍾錦坤、吳宗隆、陳淑真(JASON夫人) 

            洪麗琪(GEAR夫人) 

 2016-17年度中華扶輪教基捐款名單 

曾建忠2500元、何應欽2500元、賴基詮2500元、黃輝錦2500元、 

林炳村2500元、張明選2500元、廖欽烱2500元、李國文2500元、 

蔡秋明2500元、戴百樟2500元、莊榮華2500元、張煥文2500元、 

劉國勳2500元、曾復興2500元、詹順偉2500元、劉顯彰2500元、 

陳誌平2500元、李盛明2500元、林登華2500元、黃國卿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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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銘鑒2500元、周國昌2500元、蘇武宗2500元、黃文隆2500元、 

葉森雄2500元、陳益武2500元、陳鴻文2500元、廖朝南2500元、 

吳宗隆2500元、李楨祥2500元、廖偉帆2500元、鐘錦坤2500元、 

劉憲隆2500元、康賜鑫2500元、廖繼鋒2500元、葉秀仁2500元、 

邱仕銅2500元、胡開化2500元、吳敬堯2500元、蔡永富2500元、 

黃承偉2500元、張祈雄2500元、葉仲任2500元、曾文義2500元、 

邱翊紘2500元、黃健源2500元、施澧羽2500元、詹振忠2500元、 

陳信宏2500元、黃志豊2500元、吳彥恆2500元、黃英彥2500元、 

陳威岳2500元、陳茂煒2500元、林毅勳2500元、鄭宇宏2500元、 

邱志明2500元、林文耀2500元、蔡政憲2500元、王國瑋2500元、 

呂榮文2500元、吳本源2500元、林杰彬2500元、陳奕源2500元。 

共計:160000元 

▓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總監JOY伉儷以及地區團隊的長官，各位社友，各位夫人，大家晚安！

大家好！今晚是我們總監JOY伉儷暨地區團隊的的公式訪問行程，非常歡迎

3460地區團隊今晚的蒞臨指導，今天的社務行政報告及各委員會的年度工作

計畫報告如有不盡周詳之處，敬請總監不吝指教。 

     2016-17年度是如此的別具意義，是扶輪基金100週年;也是3460地區

的最終年度;是我們大里國光社邁入第20週年的里程碑;也遇上我們第一千

次的例會 ~ 剛剛好就在明年授證的日子…而且在今年身兼2-3分區助理總

監社的任務，是榮耀也是挑戰! 

目前在全體社友及夫人們的鼎力相助之下，各項社務與活動的推廣進行順利! 

    在社員發展方面的努力 ，感謝PP Stanless及Fandi還有Press及We

的引薦之下在7月初增加了4位生力軍!今晚還要增加一位由PP Andy推薦的

新社友，共計成長新社友5位，後續另有2位見習社友在安排當中!並且在助

理總監Jason的推動之下寶眷社友的規劃也在積極安排中。 

    另外在今年扶輪基金100週年紀念的目標引領下，我們達成了歷年來最

高的捐獻紀錄 (11位保羅哈里斯之友的捐獻) ， 全體社友也捐獻了$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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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金來支持扶輪基金!另在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的贊助部分，全體社友也共同

認捐推薦一位碩士生。 

    在服務計畫的推動上，今年度共計32項的目標訂立， 服務計畫從全球

獎助金泰國水資源淨化、地區八大活動的參與配合、菲律賓義診、亞特蘭大

世界年會、等…都已陸續進行中，並在今年度成立-籌畫已久的RCCs扶輪社

區服務團，也將在今晚完成~成立及授旗的儀式…讓大里國光扶輪社再往前跨

出一步，達成完全扶輪社的使命。 

     在公共關係的運作延續了歷屆的精髓，設立扶輪形象廣告，並以扶輪基

金100週年紀念及本社20週年的架構配合地方政府進行公共形象的建置，並

且加入了網路SHOWCASE的元素讓所有的扶輪善舉公諸於世，另外在Michael 

RCC主委的協助下也完成了登錄RCC 100%的目標，感謝您的協助。 

     還有新世代的服務…一直是本社推廣的重點目標之一 ，歷屆以來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計畫、RYLA領袖營、扶少團6th、扶青團3th的各項計畫經

費的配合贊助…各項服務計畫所延深的扶輪效應無遠弗屆。 

     當然…3460最佳的內輪團隊的全力支持是我們社友前進的最主要動力

來源，謝謝所有夫人的全力相挺，我們一定全力以赴把社務推動及各項聯誼

活動完備圓滿。 

    忙碌但卻很充實有意義的扶輪活動，讓我們停不下腳步…在我為人人的

時候，我只希望人人為我們國光扶輪來付出!讓我們大家再接再勵、一起為大

里國光寫下美好榮耀、感動的一頁!感謝大家!  

              

祝今晚所有與會的貴賓.社友及夫人 圓滿 .平安.幸福！ 

     

 

PAR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 

受文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旨：國際扶輪3460地區2016-17年度規劃輔導創立七個新社，相關說明資

料，歡迎本地區全體扶輪社加入輔導行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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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一)地區為早日實現繁體中文列為國際扶輪官方語言，責成地區社

員主委江瑞啟PP Lexus(台中文心社)精心規劃『30而立計畫』，在2016-17

年度目標為輔導創立7個扶輪社，由地區新社擴展委員會主委黃勁維CP 

James(台中市政社)帶領全體副主委擔此任務。 

 (二) 輔導新社成立條件： 

輔導社： 

A：須經由理事會通過輔導新社一案。 

B：推派或選任輔導特別代表並由總監任命。 

C：準備一筆輔導創立新社基金，交由新社作為運作基金。 

新社： 

A：產生創社社長人選。 

B：至少20人即可由輔導社向RI申請創立新社註冊，超過30人即可向社會

局申請社團法人登記註冊。 

註：另有成立新社條件，總監指派輔導特別代表即可，不必母社同意或母社

成為新社為輔導社。以上相關問題及細節，可直接向地區新社擴展委員會主

委詢問。 

(三) 檢附：扶輪社彈性例會規定及輔導新社獎勵 

1.RI最新規定：2016年國際扶輪立法會議通過。 

2.輔導新社獎勵。 

(四) 歡迎並鼓勵有興趣輔導新社或欲成立新社者，請與地區新社擴展委員會 

主委黃勁維CP James(台中市政社)聯繫 

二、國際扶輪台灣總會來函 

 主 旨：敬請繳納105年度(2016-17年度)本會會費事宜。 

說 明：  

(一)、本會為內政部核准成立之唯一全國性扶輪組織。自民國62年3月28 日

成立以來，均為政府機關與全國扶輪界互動之對口單位，依本會章程第6條

之規定，凡在中華民國依法成立之扶輪社均為本會之會員社，三十餘年來，

會務得能順利推展，而為政府所肯定，實端賴各地區扶輪社之支持有以致之。

本屆推動全國山地部落文化健康站之修繕，更蒙各位地區總監的支持及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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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社友的熱烈參與，進行順利，成果豐碩，將於年度結束前舉行嘉年華會，

以示慶祝。今後尚祈各位總監繼續支持，鼓勵轄區內所有扶輪社能了解總會

的角色，熱心繳交會費，以利總會運作 

，服務社友。 

(二)、會費內容：請各社依照105年7月1日之社員數(不包括眷屬社友)為

準，每名以新台幣100元計算，惠予繳納105年度（自105年7月1日至106

年6月30日止）會費。 

(三)、繳費方式：敬請匯款至國際扶輪台灣總會帳戶：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衡陽分行  

戶名：國際扶輪台灣總會  

帳號：240-09-01056-5 【匯款時請註明扶輪社名】 

(四)、特此函請各會員扶輪社，惠辦為感。 

 

LIFE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受文者：國際扶輪3460地區各扶輪社 

主旨：通知貴社社長、RYE主委、輔導顧問以及所有接待家庭準時出席參與

2016-2017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之「接待扶輪社YEOs&接待家庭研習會議」，

並與外籍學生聯繫事宜。 

說明： 

一、感謝貴社參與本年度青少年交換計劃。 

二、為使各扶輪社與各接待家庭瞭解接待外籍學生之權責與經驗，特依本地

區青少年交換活動之年度計劃，於下列所示日期與地點舉辦「接待扶輪社YEOs 

&接待家庭研習會議」，議程表如《附件一》，敬邀貴社社長、RYE主委、輔

導顧問以及各接待家庭之家長務必出席本次講習會。 

◎時間：2016年07月30日(星期六)13:00~17:30。 

◎地點：台中市青年高級中學，地圖如《附件二》。 

(地址：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100號) 

三、貴社請通知第一接待家庭務必開始與外籍接待學生聯繫，向其表示歡迎

之意，並提供本地區相關實用資訊，建議可附上一些照片，以便讓學生及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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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放心(如介紹家庭環境及成員、氣候狀況、應帶衣物種類、學校介紹、通知

攜帶該國國旗與傳統服飾等)；若貴社已取得外籍學生相關來台航班資訊也請

配合完整E-mail回傳地區RYE委員會備查，以利後續相關接待作業進行。 

四、預定出席者請配合於07月19日(星期二)前，由各社統計其預訂出席之人

員名單，覆函《附件三》報知本地區RYE委員會。 

五、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理Maíz簡小姐(E-mail: 

d3460yep.af@g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04-2226-3460。 

六、函請查照。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63次例會，7月21日例會 

1.社友人數:63 位   2.出席人數:57位   3.出席率:90 % 

 

WILLS糾察報告 

第963次例會7月21日歡喜曾建忠1000元、何應欽500元、 

劉顯彰300元、曾復興300元、劉國勳300元、張煥文300元 

莊榮華500元戴百樟300元、蔡秋明300元、張明選1000元 

林炳村1000元黃輝錦300元、賴基詮300元、周國昌300元 

黃文隆300元、葉森雄300元、鐘錦坤300元、陳鴻文300元 

吳宗隆300元、劉憲隆300元、康賜鑫300元、邱仕銅500元 

黃承偉300元、張祈雄300元、葉仲任300元、邱翊紘300元 

黃健源300元、詹振忠300元、黃志豊300元、陳威岳300元 

鄭宇宏300元、陳茂煒300元、邱志明300元、蔡政憲300元。 

共12,900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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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965次例會8月4日(星期四)下午6:30例會改為8月5日(星期五)

晚上6:00金色三麥-市政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路20號  

慶祝父親節休閒暨女賓夕及爐邊活動 

(是日召開理事會，請理事提前於5:00到達開會) 

敬請社友、夫人及小扶輪踴躍出席參加，若社友或夫人邀請來賓參加活動也

非常歡迎,餐費部分請各自歡喜。 

二、第966次例會8月11日(星期四) 下午6:30例會節目:社友職業分享專

題演講，主講人:林毅勳CAR社友 

三、第967次例會8月18日(星期四)下午6:30例會節目:茶藝與古典音樂的

饗宴，主講人:邱翊紘WILLY社友 

四、第968次例會8月25日(星期四)下午6:30例會節目:專題演講 

主講人:葉鴻裕 講師 題目:精彩人生把自己當品牌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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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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建忠 NET 翰寧電腦有限公司 網路系統整合 

何應欽 PAR 峰康企業(股)公司 貿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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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順偉 STAINLESS 尚益不銹鋼股份有公司 不銹鋼餐飲設備 

劉顯彰 ARCH 劉顯彰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陳誌平 ELEC 豐順電器材料有限公司 電器材料 

李盛明 COMPUTER 眾鼎盛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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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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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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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葉森雄 WELD 聯懷企業有限公司 銲接自動化設備 

陳益武 MIKE 宏浚工業有限公司 機械五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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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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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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偉帆 YOUNG   

DENTIST 

遠傳牙醫診所 牙醫師 

鐘錦坤 X-BUILDING 富承營造工程有限公司 營造業 

劉憲隆 GEAR 永豐齒輪股份有限公司 齒輪製造 

康賜鑫 KANG KANG 鑫福廚品(股)公司 貿易 

廖繼鋒 LAWYER 廖繼鋒律師事務所 律師 

葉秀仁 JAMES 利恆國際有限公司 食品 

邱仕銅 COPPER 祐誠工業社 五金工具製造 

胡開化 MOLD 捷暢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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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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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S 永欣藥局 西藥販賣 

施澧羽 COOLING 庫林工業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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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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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茂煒 WE 台全成精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 

機械板金 

林毅勳 CAR 毅銓汽車保養廠 汽車維修買賣 

鄭宇宏 MICHAEL 堃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PVC人造皮 

邱志明 AUTO 宜宏工業有限公司 機械製造 

林文耀 ALAN 兆揚冷凍空調有限以司 冷凍空調工程 

蔡政憲 HUMAN 力通國際開發(股)公司 外藉廠工 

王國瑋 DAVID 程隆工業有限公司 平面研磨 

呂榮文 RATCHET 瑞奇特五金企業有限公司 五金業 

吳本源 HOUSE 東皇不動產經紀(股)公司 房屋仲介 

林杰彬 MAHI 老元隆商行 食品業 

陳奕源 DANIEL 越泰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醫療鞋墊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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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總監暨團隊-社長交接典禮 

 
大里國光扶青團交接首敲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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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期交換學生接待行程 

 
大里國光高爾夫球隊-彰化球場首次例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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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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