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國際扶輪社長黃其光
專訪

PRIP Gary C.K. Huang 黃其光 口述
台北中城網路杜孟玲 整理
RI 理事最新的報告：台灣去年社員人數
是負成長。全台只有兩個地區正成長，五個
負成長。沒有一個地區超過六千人！必須憂心
忡忡地告訴大家：「由現在到年底將是一個關
鍵期，台灣如果沒有增員成功，很可能多年的
努力就成為泡沫。」我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
的。現在已經有端倪可見。假如沒有變化，明
年度我們將是 20 年來，第一次沒有 Training
leader，即在 RI，沒有指派台灣的 PDG 來指
導 我 們。RI 將 請 香 港 來 擔 任， 請 香 港 沒 關
係，香港與我們同一地帶，20 年輪他一次是
OK 的。但是，香港他們只有兩千位社友，對
台灣三萬三千名社友就很不公平。
我們是小國家，我們從以前一直以來很辛
苦經營。好不容易我們站起來了，我們也做得
很好、很出色，並且留下了世界紀錄，將在歷
史留名。記得 2001 年我當副社長時，社員人
數成長最高，當社長時，社員總人數也達到歷
史新高。為免落人口實，我也一定要努力：到
年底前，我們一定要有四萬人。這樣，年底才
有機會分成十二地區，多產生幾位年輕總監。
否則，到現在本來已經有三萬四千，卻降到
三萬兩千九百，不到三萬三。就當這是一個警
訊，不一定是壞事。所以這六個月，大家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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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油！
8 月份強調社員的重要，這是對的。不是
我講得好或壞，我們今天是針對社員成長的重
要性。也就是說，一定要讓每位社友知道社員
成長的重要：唯有扶輪社友不斷成長，扶輪才
能繼續服務。所以，在每一個扶輪年度開始
時，各社首要工作就在增員。我一向鼓勵：現
任要盡量做，接任的要加油接上來。前任要幫
忙後任。這樣台灣的扶輪運動才會起來！要樂
於扶持後進，我卸任之後，台灣已有陸續有
兩位接任的 RI 理事，現在要產生第三個的時
候。但是，由種種跡象來看，兩三年後再選，
大家都有機會，但看不出來誰能正式出來，大
家都要加油。
今年是我加入扶輪社 40 年，由於一開始
語言沒有問題，所以我就認定扶輪社是國際的
組織，不能只守在台北市、台北縣或是台灣。
一定要向外發展，才會學到東西，才會有貢
獻！從一開始的參與，雖然我母社是台北社，
全台灣最老的社。看起來好像是很大，但它已
經先天吃了虧。因為台北社的社友有一半都是
外國人，外國人待不到三、五年就換人。換呀
換呀換！所以我從當初最年輕的社長，變成
現在第二老的社長。很可惜！中間的社長大
概都回去或走了。剩下的可能不到十個。又
因為語言的關係，很少參加地區活動，對地
區的影響力就比較低。社友不懂，對地區活動
又沒興趣，所以無法聯誼。因此，我當社長之
後，就陸續參與地區事務、地區活動。才有辦
法在 41 歲當地區總監，當最年輕的總監。當
時，台灣只有兩個半地區，當時香港屬英國、
澳門屬葡萄牙，兩岸也沒有通。進出都要申請
簽證。我當上總監後便和香港、澳門成為好
朋友。像這星期四，我會參加從我當總監開
始 30 年的朋友──澳門濠江扶輪社的交接。
我知道國際參與的重要，從我開始，把亞太會
議、研習會議、社長會議爭取到台灣舉辦。那
時許多前輩不諒解，認為為何要出風頭、花錢
請 RI 社長等外國人到台灣來。不畏酸言，事
實證明我的國際觀是對的。因為只有請人家到

台灣，人家才有機會認識台灣的社友。因為
自己辦會議，我們可以派自己的人做，我們
可以從各種不同的國際會議，發掘並培養自
己的人才。不管是司儀、不管是主委、不管
是 speaker，不管是 organizer、不管是糾察和
聯誼，我們才有能力越辦越大，才可以成功辦
理國際年會。因為請了人來，建立口碑，現在
幾乎每一任社長當選人都到台灣來。台灣的知
名度就慢慢打開來，這是台灣的轉捩點。我還
記得很清楚：30 幾年前，當我去參加國際年
會、亞太會議，台灣只有一、兩個人去。連太
太加起來不到五人參加。當你在幾百人、幾千
人的會議裡面，不到五人參加，誰認識你呢！
所以，當時積極參與分組討論、參與活動。又
發現這樣太慢，才會去爭取在台灣舉辦會議，
試圖把台灣帶到另外一個境界。
我前面並沒有人當過理事，不知道理事
是怎麼選的。就算知道怎麼選，在扶輪社又不
能競選，更不知找誰投你的票。當年，的確不
是容易出頭的年代，即便我很早當總監，台灣
社會的敬老，讓我在前兩次理事選舉中禮讓。
我從總監當選人便是台灣前總監協會創會會
員，默默當第一任協會秘書長，之後，也是經
歷十幾年後才當協會的會長。中間有人提議照
輪，年紀大的先，我都沒有問題。台北國際年
會是我當總監時申請拿到的，加上我是一個
事前籌劃縝密的人，為主辦國際年會，成立
了懂法文、英語、德語、西班牙語與葡萄牙
語的芙蓉社。籌備會竟然因此派我擔任 Ladies
Committee Chair。讓我嚴詞拒絕。多年往事，
忍讓，也在那時讓我決定不倚靠台灣，轉而向
外面發展。在國際上，
我的學、經歷、資歷、
語言等各項條件都不比
外人差，只是必須面對
外國人質疑台灣才多少
社友這一點。
選 上 RI 理 事 的 第
二年被看中當上副社
長，這是對我人生一個

重大改變，七月一日當選，九一一事件代理社
長行事，臨危受命，代表社長拜訪二、三十個
國家。連共產國家我都應付過來。三年後，我
以為成績優異，當社長沒有問題。同樣情形發
生：韓國人比我們慢五年，但韓國有六萬社
友，台灣只有兩萬社友，他當合理。他年紀比
我大，以東方文化也是合理，再等八年。同樣
的，日本他年紀比我大八歲，但人家說日本
30 年沒有成長，日本有十萬社友。我們應該
給日本機會，幫助他們把社友拉起來。即便他
不會講英文，他卻是美國人拉攏的好人。怎麼
辦！台灣才兩萬多個社友，不成長！又認了！
所以，這兩次我就拼命學，特別要做得好！特
別要做的多！四年後，抱定是最後一次選舉
了。下回，過了七十，也不適合再擔任。這
時，我們經過慢慢成長，已是扶輪大國，比我
們強的不多。最重要的是，我已經準備好了。
這一年，一樣一樣做，全台灣動起來了！我沒
有私心，我知道社員的重要，從國際扶輪社長
提名人開始就主動增加社友。等上任開始社友
就增加成二萬八，卸任時有三萬多名台灣社
友。幸虧是上任之前就開始增員，否則等上任
才開始是一定來不及。因為有三萬多名台灣社
友，有這些人的捐款，有這些人來撐，我們年
會才會這麼多人。我那年，全世界社員帶動起
來，社員成長 110 年來最高的。扶輪基金 110
年來最高的。台灣人有面子！去年社長做了大
改革，但兩項成績卻都滑落，很可能比前年還
少。今年美國社長適逢扶輪基金 100 年，社長
他用這點 promote 是很聰明，在基金方面應有
機會成長！但社友成長則不一定會往上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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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任內，中文已經成為世界語言之一。
國際年會也拿到。全世界都在學習我們成功的
寶眷入社！我將台語歌也行銷全球！很欣慰，
能獲得 98% 台灣社友的認同。扶輪社是一個
公益團體，無法要求所有社友素質、水平和來
源都是一樣。所幸，絕大多數社友都是愛國
的，都是愛台灣的！大都是默默不講話、默默
幫助別人的好社友們，大家看到我的成績，也
能感到與有榮焉！
回到今天的主題，懇切希望大家不要把
我當作英雄，我反正已經做過了！該做的都做
了。我們應該如何讓所有社友們知道，而且強
調：社員增加的重要性。因為全世界有 120 多
萬的社友，平均分布在三十四個地帶，平均
一個地帶要有三萬六千到四萬人。成立一個
地帶，每四年就固定有一位理事。理事會顧
著地帶，看國家有沒有甚麼事情。從我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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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鋪路，有 Jackson，Frederick 上來。他們不在
時，我們有 Trustee，這 18 年都是連續的有我
們的人在看著。很遺憾，明年、後年我們沒有
理事，後年我還是 Trustee，只能看一半。但理
事才有權。上星期已經發生：明年 RI 社長已
不派台灣人當 Training Leader，當老師。我已
經嚴詞、嚴厲地抗議。會不會改變事實？沒辦
法知道！這是社長決定的。只希望後年 8 月選
出來的，不要再走同樣的路子。30 年前台灣只
有三個總監，現在是七個總監，明年開始十二
位總監當選人，沒有人去輔導。不會講英文的
就慘了！去到會議可能白晃一遭，都有可能。
台灣主辦國際年會應該不會被拿掉，因為
我們的記錄很好，場地也沒有困難。就算有人
從中作梗，應該不至於生變。但當我們社員成
長第一名，扶輪基金第一名時，人家沒有派我
們的人，人家說你們已經很好了，這想法和理

由和當年選日本是一樣。真的很擔心，很多台
灣社友不知道社友擴展的重要性：假如有人故
意做文章的話，中文很可能會被取消！！ 這
麼多年來，我被人家比，被人家挑戰。還好辯
才無礙，但是如果對方不說，就沒有辦法去解
釋，一點反擊力量都沒有。所以，社員才是台
灣未來的重要發展，反而不是基金。基金捐越
多，人家覺得你有錢多捐是應該的。就像現
在一些慈善機構等，有錢人都在裡面擔任理
事等職務，人家並不特別羨慕，總覺是有錢
換來的。
當今，我們社友人數必須一定要夠。我
們社友素質現在公認是世界第一流的。這麼
好的狀況之下，還得到這樣的遭遇。這是一個
警惕！我們有三萬三千人，他選了香港。這和
香港以前比我們人多時一樣的狀況。以前都是
香港帶我們，只是這些年風水輪流轉。所以，
我才會苦口婆心地全省在跑，我太太笑我這一
年比當社長還累。當社長是每兩、三天換一個
國家，飛機上可以休息。現在是每天坐高鐵兩
三趟，每天、每星期全省在跑，就是去宣傳社
友增員的重要。我可以退下國際扶輪社長，
就不管社員成長嗎？ 我可以退下國際扶輪社
長，就可以說寶眷社友不是社友嗎？ 我可以
退下國際扶輪社長，就可以寶眷退社嗎？ 我
可以退下國際扶輪社長，就不再繳交國際年
會的一千元嗎？雖然謠言止於智者，但這樣
的說法，對台灣的發展不利。這要點破！現
在， 剛 好 碰 到 Training Leader 不 是 台 灣 人。
雖說，這也不能怪人家！Training Leader 主要
是 Training。沒有規定說人數多一定要給。但
是給人數多的是合理的嘛！何況我們剛剛做完
才一年，這麼不給面子！總而言之，從四十年
前入社開始，台灣扶輪光榮的成長歷史，急需
要四萬社友們的共同努力及共識，才能再創高
峰，在扶輪歷史上留名！我一路走來很艱辛，
所以看得比較遠，也比較敏感！任何事情都可
能發生，大家千萬不要大意！不要短視、不要
沒有國際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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