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61 地區總監

今年是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的創區元年，
過 去 經 由 3460 地 區 歷 屆 總 監 和 所 有 扶 輪 先
進、寶眷無私的奉獻下，已建立了良好完善的
基礎，瑞龍將在此基礎之上，與大家攜手同
心，為 3461 地區共同開創一個嶄新的紀元。
瑞龍出生於中部海線一個民風非常純樸
的小鎮──沙鹿，早年稱「沙轆」，地處中台
灣交通要道，西臨台中港，東接台中國際機場
和中部科學園區，鄰近國道及高鐵站，是一個
陸海空交通樞紐，在台灣的經濟發展上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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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瑞龍 DG Five

我的父母親樂觀豁達，任勞任怨，含辛
茹苦將孩子撫養長大，平日雖忙於生計，但對
子女的教育卻十分重視，時時叮嚀我為人處世
的道理，行有餘力更要服務助人，奉獻社會。
瑞龍從小耳濡目染，感恩父母的身教與言教，
也用心栽培自己的五位子女成家立業，各個在
社會上均有穩定的發展，能奉獻一己之力。
民國 50 年，大哥童瑞欽醫師於國防醫學
院畢業後，歷經 10 年嚴格的醫生養成訓練，
有感於早期台灣中部海線地區醫療資源貧脊，
於民國 60 年返鄉服務，創設了沙鹿童醫院，
由於醫術精湛及積極敬業的精神，贏得病患及
鄉親的敬重與愛戴，為醫院未來的發展奠定下
良好的基礎，從當時 30 床的醫院發展成現今
1,400 床的規模。
瑞龍協助大哥投入醫院管理工作，為了
建立成為一家國際化的綜合醫院，於國立陽明
大學醫務管理研究所進修完成碩士學位，在兄
弟團結合作的努力經營之下，醫療服務日益受
到地方民眾的肯定，於民國 80 年榮獲行政院
衛生署及教育部評鑑為「區域教學醫院」。民
國 90 年梧棲院區完工，完善的空間規劃及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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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服務將醫院發展帶向嶄新的紀元，以滿足民
眾更多醫療上的需要。民國 96 年童綜合醫院
改制成為台灣第一家社團法人區域醫院，承蒙
當時陳水扁總統及衛生署署長侯勝茂親臨頒發
證書，瑞龍也同時接任醫療法人副董事長一
職。民國 97 年，醫院通過 JCI 國際醫療評鑑
認證 ( 至 2017 年已完成三次認證 )，隔年再度
獲得 SNQ 國家品牌標章認證，使得「童綜合
醫療社團法人童綜合醫院」各項醫療技術與服
務能達到世界的水準。
本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精神，
成立「財團法人童傳盛文教基金會」，二十多
年來推動社會各項公益事業；設立清寒獎學
金，幫助貧困的學生完成學業，提升弱勢家庭
學童的教育水平，對於冬令救濟，急難救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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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等社會公益不遺餘力。在民國 94 年
( 台中縣市合併前 ) 協助成立台中縣第一家公
辦民營的身心障礙教養院「德水園」，投入專
業團隊協助政府照護身心障礙者，為社會分擔
照顧弱勢的責任，塑造一個符合人性需求的溫
馨環境，成為具有「養護」、「教育」、「復
健」、「職業陶冶」等綜合性功能的福利服務
機構，讓身心障礙者能享有尊嚴及完善的照
顧，塑造一個安心、放心、愉快的生活環境。
有感於經營醫院和扶輪的宗旨不謀而
合，乃於 2003 年加入台中港東區扶輪社，歷
任扶輪各項重要職務，2006-07 年擔任社長，
並獲頒傑出 RI 社長獎，RI 保羅‧哈理斯之友
以及地區最佳社務獎。2009-10 年擔任台中縣
第五分區助理總監，2012-13 年擔任地區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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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毒大遊行

DG Five 全家福

總監，隔年擔任地區國際醫療義診委員會主
委，舉辦「柬埔寨吳哥窟地區義診及捐贈活
動」，深獲當地人士好評；2015-16 年承蒙各
位扶輪先進之厚愛與提拔，獲選為 3461 地區
總監提名人，2016-17 年為該地區總監當選人。
展望此一新的年度，3461 地
區將有一連串的服務計畫，我們
將持續扶輪之子認養活動和青少
年各項服務計畫，深入社區，宣
導肝病防治及器官捐贈之推動，
並鼓勵各社成立反毒委員會，配
合自行車隊到各校做巡迴反毒宣
傳，希望留給我們下一代一個安
全、乾淨無毒的環境。此外，RI
社長 Ian Riseley 所提倡的「1 人 1
樹救地球」活動也是地區重點工
作，透過植樹造林，調和氣候變
遷，改善空氣污染，這是身為地
球村的一份子責無旁貸刻不容緩
的使命！
瑞龍面對未來一年的挑戰，
深 感 肩 上 責 任 重 大， 個 人 當 以
「誠懇謙卑，感動服務」的精神
來為扶輪服務，而扶輪的精神、
宗旨與四大考驗也成為我在事業
上最重要遵循的依據。今年 RI 的

主題是「扶輪改善世界」，身為扶輪的每一份
子，當從己身做起，自己小小的改變，可能
為世界帶來大大的改善，每位扶輪人在自己的
崗位上，發揮所長，做好職業服務，藉由服
務人群來闡釋什麼是扶輪，進而透過扶輪平
台，結合來自全世界 120 萬名社友發揚扶輪
的精神，在共同的理念下，一起為改善世界
而努力。

DGE Five 介紹團隊

CTTS 會後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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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

3462 地區總監

謝明憲 DG Ortho

好人好事

我出生於彰化田中小鎮，自小學四年級起
便轉至台中師專附小就讀。當時住家對面是省
立台中育幼院，印象中常在半夜聽到被遺棄在
育幼院門口的嬰兒哭聲，令年幼的我感到無比
心疼，之後也主動加入認養兒童的行列。在當
兵期間也因國內血庫常有缺血狀況，時常號召
同袍響應捐血，這些歷程也開啟我對社會公益
的關注。擔任醫官期間，也曾稟報上級順利將
伙食費剩餘款運用在社會救濟。行醫後更義不
容辭參與地方上社福單位的義診服務，及至柬
埔寨、尼泊爾、馬來西亞等國參與國際義診。
2018 年家父謝頂所創「仁和醫院」將邁
入 70 年，自小看著雙親為鄉親醫病救急、救
窮的付出，對於貧病交迫之病患需求更是印象
深刻，耳濡目染使我對「生命」有一番特別體
悟。即便父親已過世數十載，但老一輩鄉親只
44 臺灣扶輪 2017.7

要一提到家父仍是讚譽有加；仁和醫院對南彰
化地區的醫療貢獻一直扮演著樞紐的角色，早
期醫療資源匱乏，經營不易，但卻也陪伴在地
居民走過最艱辛的經濟起飛時代，也讓我深知
肩上的責任深遠，不敢懈怠。自健保總額制度
衝擊下，許多地方診所結束經營，為致力整合
社區醫療，及關懷地方弱勢團體的社會責任，
設立夜間及假日急診救護站，成為南彰化緊急
醫療責任醫院，肩負起社會照顧的責任。
三十歲成家那年，我對著新婚妻子婉芳
提及自己已有十多位認養子女，婉芳給予我很
大的支持。三十多年來妻子總是支持著我，與
我育有一女兩男，除協助我打點裡裡外外，更
把高齡九十七歲的母親照顧得無微不至，讓我
無後顧之憂。長子目前服務於台北馬偕醫院，
婚後育有一子；長女婚嫁後育有二子，相夫
教子，女婿服務於彰化秀傳醫院，家庭生活美
滿；么兒大學畢業自行創業，子女發展穩定，
堪為欣慰。為了圓夢，我於 2009 年重返校園
完成 MBA 課程；夫妻二人也加入歌唱技巧學
習班，充分運用時間照料身心靈健康，有句話
說「有愛的人最幸福」我期盼能牽著太太的

個地區總監介紹

手，在行善助人這條路持續走下去！
我於年輕時曾參與過同濟會、獅子會，青
商會及目前持續投入的扶輪社，皆離不開「社
會公益服務」宗旨；2006-2007 擔任田中扶輪
社社長期間，因體認到南彰化偏遠鄉鎮弱勢兒
童發展的需求，爭取 WCS 捐贈一輛九人座車
供彰化家扶中心做為兒童保護服務車，讓書香
閱讀服務能擴及各鄉鎮，提昇偏遠地區孩子
多元閱讀興趣；因自身對弱勢族群關注及協助
的行動力與精神，感召不少親友投入行善的行
列，行善這條路大家有志
一同便不覺孤單！
曾 有 人 好 奇 地 問：
「 你 那 麼 忙， 又 要 做 那
麼 多 事， 什 麼 時 候 退 休
呀？」 我 笑 笑 地 回 答：
「就做到我做不動為止
啊！」在醫師這個志業上
是如此，在關懷弱勢這個
使命上更是如此！有位記
者採訪過我後，笑稱我是
個「不務正業的醫師」，
我認為能在忙碌的行醫生
活中，踏出醫院、走入人
群， 為 需 要 的 人 做 一 些
事，不僅幫助別人，也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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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RI 社長合照

自己生活更有動力！
總監之路，不是一個人的旅程，而是一
個團隊的相扶相持；2017-2018 在「扶輪：改
善世界」之服務宗旨引領之下，仰賴各社、各
分區戮力投入社會服務，創造人類的幸福感，
使身為扶輪一員為榮！面對世界政商經濟急遽
轉變之洪流，更需要全球的扶輪服務來凝聚安
定與創新氛圍，改善世界並非是個人投入很
多，而是期盼每個人都能夠參與一點點開始；
RI Slogan「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即
是從小處用心耕耘，創造些許改善，來日便能
期待豐收的成效！「服務始終來自需求」，貼
近需求的服務才是經濟效益最大化的目標，
用心看、用心感受、用心聆聽，讓我們能夠
一起帶著「回歸需求」的眼光，率領團隊共同
朝著需求的優先序策劃與執行所有服務，逐步
達成三大目標。更重要的是透過各區、各社所
屬團隊的參與和投入，一起思考規劃未來各社
的連接，對內使各社間能建立友誼、對外社
務能讓扶輪之愛持續走在正義之路！Making a
difference 需要起而力行，去感受在服務過程
中的風險、辛苦、臨機應變的挑戰，最後定能
深刻感受到那份服務後的自我實現感！期盼
17-18 的所有團隊、社友都能親身感受到「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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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正得 DG For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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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受更有福」的恩典！
Ortho 我雖然投身公益服務數十載，卻也
是戰戰兢兢地迎接未來一年的責任與挑戰； 開
始總監培訓之際「看見扶輪的優勢」我一直
銘記在心，與 RI 的 Slogan-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相輔相成；當我有機會去認識區內

各社，便是帶著「優勢觀點」來擷取各社的智
慧並學習如何扮演好總監的角色，也謹以此
與大家共同砥礪。「在不足之處多看看我們
還能改變什麼，在已趨完善之處繼續保持精
進」扶輪的力量將會越滾動越有力，從觀點上
「make a difference」將會帶來無限的生命力！
希冀在區內各社的幹部與社友們的同心協力之
下，共創 3462 地區的光輝歲月。

46 臺灣扶輪 2017.7

DG Former 賢伉儷

我家族世居台南市，先父少小離家，遠
赴高雄岡山，跟隨日本師傅學習糕餅烘焙技
藝，學得一身好手藝。婚後在岡山自營門市部
兼批發的西點麵包廠，夫唱婦隨攜手同心，生
意蒸蒸日上，客戶遍及高雄縣。Former 蔡正
得於 1948 出生於高雄岡山區，共有七位兄弟
姐妹，我排行老三，從小不喜歡讀書，生性好
玩，父母又忙於生意無暇督導，在校成績當然
也不理想，高中聯考也慘遭滑鐵盧，可是老天
沒有放棄我，入伍服役空軍，軍旅生活倒也輕
鬆。 軍旅生活之餘就往補習班跑，三年退役
後考取高雄工專機械工程科，同班同學皆未當
兵，所以都稱我為「老大」，自此我找到了我
人生目標，訂定將來的職涯方向，立下 40 歲
之前要擁有一家屬於自己的機械製造公司之宏
願，並朝著我所規劃的人生目標邁進。
工專畢業後的四年中，我共就職於四家
公司，其中也包括先父的塑膠公司，都不是我
理想中的志業。在 1978 年任職同光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擔任機械設計工程師，這是我的興
趣所在，從此平步青雲。1983 年成功地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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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事業上能稍有成就，我要感謝父母
的養育之恩，更要感謝陪我度過艱難歲月，家
裡，學校，蠟燭兩頭燒的賢內助。在我經濟最
拮据的時候，她勤儉持家，不辭辛勞，白天教
書，接送小孩，處理家務，督導孩子的功課，
一手全部包辦，讓我無後顧之憂地全力衝刺。
1996 年移民加拿大，三個小孩遠赴加拿大求
學，她更當起了空中飛人，台灣，溫哥華兩地
跑。我也變成了「台獨」份子，全心投入自己
的事業。

12

DG & RIP

台灣第一部多功能高速螺絲成型機，並行銷全
球，日後為了售後服務及拓展公司業務走遍世
界各大洲，見聞所及，點滴在心頭。
1988 年 7 月創立錕鋙企業有限公司，專
營螺絲，螺帽鍛造成型機的設計，製造，銷
售，由於有了前十年的良好基礎，所以業務
蒸蒸日上。但好景不常，在老東家同光公司的
高壓懷柔之下，公司被併購再度回到同光，
任職副總經理兼副總工程師職務。1992 年同
光爆發財務危機，宣告破產，重整失敗。隔
年 1993 年初二度創業，成立正曜企業股份有
限公司，產品行銷全球 40 幾個國家，客戶超
過 650 家，造就台灣成為「螺絲王國」的美
譽，立下汗馬功勞。2001 年於中國上海設立
正侑機械上海有限公司，佔地面積 4 萬 8 千平
方米，產品主要是中國內銷市場，機械性能卓
越，已成為中國第一品牌。

台南網路社來訪

全家福

如今三個小孩都長大成人，大女兒心怡取
得美國 Quincy University 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回
國後在正曜企業 ( 股 ) 公司服務，負責國外業
務，婚後育有兩女。二女兒心岱，加拿大英屬
哥倫比亞大學 (UBC) 經濟學系畢業，並取得
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 (SFU) 經濟學碩士學位，
任職於皇家金融機構，婚後與夫婿定居加州，
育有一子。小兒子畢業於溫哥華西門菲沙大學
(SFU) 經濟學系，之後回台灣任職於正曜企業
股份公司從基層做起，現任董事長特別助理，
婚後育有一子一女。

鉅額捐獻表彰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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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扶輪社是一個偶然與機緣，是在一
位相關行業的朋友，台南中區扶輪社的社友，
Charles 楊崇華的介紹邀請下，於 1996 年七月
正式宣誓加入台南中區扶輪社。2010-2011 年
度擔任第 25 屆社長，當年我們社的特別紀念
事業是捐贈一輛消防車給台南市政府，也配合
菲律賓宿霧扶輪社的全球獎助金，為了特殊需
要的小朋友建造一座水療池 (Therapy Pool)，
完成後我受邀參加落成啟用典禮，在典禮進行
中，看到這些孩子在台上表演，還是要父母在
後方幫助整個表演過程的動作，內心感到造物
者的不公，讓這些不幸發生在這些孩子的身
上，典禮完畢後這些孩子一個接一個的進入水
療池，不用其他人的幫助，我看到他們行動自
如，與之前判若兩人，霎那間一股暖流映心
頭，讓我體會到扶輪服務無國界，也加深感受
到「付出越多獲益越多」以及扶輪的服務核心
價值，也讓我了解參加公益活動的重要性。
2015 年十月份，在多位前總監的鼓勵和
社友的支持下，被推選為 3470 地區 2017-18
年度的地區總監，讓我有機會為更多社區大眾
來服務。經過馬尼拉 DGN 地帶訓練講習會，
曼谷 DGE 的地帶訓練會以及美國聖地牙哥國
際扶輪講習會，加深了我對扶輪的認知及對自
己的責任，為做好明年度的工作計畫及各項目
標，更要好好的充實自己，做好準備。
2017-18 年度 RI 社長 IAN RISELEY 在美

RI 講習會文化交流

國聖地牙哥國際扶輪講習會揭示了今年 RI 主
題是，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RI 社長特
別重視性別平衡，加強增加女性社友，社員的
年輕化，多元化，強化各種線上工具，簡化扶
輪基金會獎助金的流程，並重建更有效的扶輪

RI 講習會進場

社中央系統，根除小兒痲痹及對地球的保護，
改善惡劣的環境等等工作重點。這也是我本人
2017-18 年度的工作目標，讓我們全體社友，
誓言致力透過扶輪主題，扶輪：改善世界。

PETS 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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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1 地區總監

洪振攀 DG J.P.

個地區總監介紹

一、來自鄉下的平凡小孩，因懂得選擇而開展
不一樣的人生
1947 年的夏天，我出生於南投縣草屯鎮
一個純樸的農家，家中成員包括父母及七個兄
弟姊妹，在那個二次世界大戰後整體社會的貧
困與資源匱乏的年代，讓自己深深體會到唯有
力爭上游才能改變人生。而我一生裏最感到幸
運的是承襲了父親的誠信、正直及寬厚的處事
態度，以及母親聰明與堅忍的剛毅性格。
小學、初中一直都是以全校最優異的成
績畢業，但進入台中一中高中部後開始重新思
考，開始選擇為自己而讀，為要追求的未來而
讀，進入台大化工系以及後來的化工研究所，

12

更讓我的興趣延伸到跨領域的多元。大學時代
曾醉心於文學、哲學、詩詞，兩年的研究所生
涯，雖忙碌但亦多彩多姿，當我修完兩年的化
工碩士學位，我也完成了跨領域的自修，從大
學會計、財務管理、國際貿易、企業管理、到
市場行銷及證券投資等，讓我除了化工專業以
外跨入多元的知識領域，也奠定了未來的創業
基礎，以及整廠大系統整合的專業能力。
1973 年 與 內 人 賴 仁 仁 結 婚， 她 溫 柔 體
貼、相夫教子，我們育有一男一女，女兒慧
婷台大經濟系畢業後赴美南加州大學完成
MBA 學位，之後定居美國與女婿 Joe 經營北
美汽車零件進口業
務，育有三女。兒子
健峰元智大學資訊
工程系畢業後赴美
Claremont 大 學 彼 德
杜魯克管理學院完成
MBA 學 位 後， 回 國
加入公司集團經營，
育有二女，五位活潑
可愛的孫女是我平日
最好的開心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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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從小立志創業，見證過台灣由二戰後的農
業時代、工業時代到電子科技時代
雖然生長在一個貧困的年代，也無資金，
但從小就立志創業，所以在大學及研究所時期
就以不一樣的思維學習成長，研究所畢業後適
逢政府推行十大建設，因此選擇放棄赴美深
造，加入十大建設之一的石化與化工產業的
建設行列，雖然當時石化產業正當火紅，也得
到五家大企業的聘書，最後選擇一家薪資最低
（是最高的 1/2）但能投資未來，有機會參與
一個完整建廠計畫的吉順昌顧問工程公司，參
與大德昌石油化學公司（後改為國喬石化）的
規劃、設計與建廠工作，而後又服務於東聯石
油化學公司，擔任生產經理，並且奉派赴美國
Union Carbide 公司德州廠，參與東聯公司新
廠的技術轉移、建廠、試車以及人員訓練的工
作，由於我畢業後第一個正確選擇才有機會認
識內人，也才有機會在未來開展一系列的創業
與投資生涯。
1979 年東聯公司新廠順利生產之後，為
了有機會歷練國際貿易與市場行銷經驗，毅
然放棄高薪加入 啟 台集團的行列，開啟我在
國際貿易的視野並與歐美、日本等知名廠商
建立穩固的人脈與商脈，也讓我完成了創業
所需的最後一哩路的經驗。1981 年起開始將
公司部門改組，並陸續創立了彬台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5 個人開始），及擎邦國際科技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1982 年成立 1 人開始），
前者專門從事食品、飲料廠之自動化設備的
研發、設計、製造、整廠系統整合及國際貿
易業務，後者專門以提供石化廠、化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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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廠、半導體廠、光電廠、生物科技廠，
再生能源及公共工程等之整廠規劃、設計、
採購、建造、安裝、試車與售後服務之全方
位工程技術服務。兩家公司先後已於 2000 年
7 月 及 2011 年 10 月 上 櫃， 業 務 範 圍 涵 蓋 台
灣、中國大陸、日本、東南亞及美國並積極
拓展全球市場，整個集團並已跨入營造（鴻
祥工程）與建築（誠新建設）業務，完成集
團完整的全方位系統整合。
集團除了上述業務外，在 1995 年隨著台
灣電子、科技產業的蓬勃發展，先後投資並參
與聯茂電子（上市），佳邦科技（上櫃）、邦

年度
2017-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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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生物科技（上櫃）、聚鼎科技（上市）…等
特生物科技（上櫃）、聚鼎科技（上市）…等
近十家公司的投資、創立或併購的工作，並擔
近十家公司的投資、創立或併購的工作，並擔
任其中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監察人，這些都是我
任其中多家公司的董事或監察人，這些都是我
專業生涯中十分寶貴的經驗，也是多彩多姿的
專業生涯中十分寶貴的經驗，也是多彩多姿的
創業人生。
創業人生。
三、關鍵的選擇，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三、關鍵的選擇，造就不一樣的人生
1. 不做書呆子，選擇跨領域自我培養。
不做書呆子，選擇跨領域自我培養。
1.
2. 捨棄高薪，選擇投資未來。
捨棄高薪，選擇投資未來。
2.
3. 選擇開放員工投資，分享經營成果。
選擇開放員工投資，分享經營成果。
3.
4. 選擇巨大挑戰，讓公司快速成長。
選擇巨大挑戰，讓公司快速成長。
4.
5. 選擇誠信，贏得客戶信賴與支持。
選擇誠信，贏得客戶信賴與支持。
5.
6. 選擇權力的分享、利益的分享、榮耀的
選擇權力的分享、利益的分享、榮耀的
6.
分享。
分享。
四、與扶輪結緣—在古典與現代中成長
四、與扶輪結緣—在古典與現代中成長
1984 年
年 11
11 月，在老
月，在老
1984
東家啟台集團董事長蔡永
東家啟台集團董事長蔡永
興先生（台北西門社前社
興先生（台北西門社前社
長 PP
PP Tai
Tai 右
右圖
圖）
）的
的推
推薦
薦
長
下，加
加入
入台
台北
北西
西區
區扶
扶輪
輪
下，
社，這是 62
62 年前匯集台
年前匯集台
社，這是
灣許多本土產業龍頭、名
灣許多本土產業龍頭、名
門世家、公會理事長、及
門世家、公會理事長、及
專業人士所組成的扶輪社，創社社長是台北市
專業人士所組成的扶輪社，創社社長是台北市
首任市長游彌堅先生，後來也成為西區社第一
首任市長游彌堅先生，後來也成為西區社第一
位出任地區總監的前社長，之後在諸位扶輪前
位出任地區總監的前社長，之後在諸位扶輪前
輩的熱心耕耘下，在 62
62 年內西區社不但成功
年內西區社不但成功
輩的熱心耕耘下，在
輔導了十個扶輪社，並且開枝散葉、繁衍出超
輔導了十個扶輪社，並且開枝散葉、繁衍出超
過 240
240 個扶輪社，而且西區社也出過七位地區
個扶輪社，而且西區社也出過七位地區
過
總監，不但對地區扶輪拓展與扶輪服務做出重
總監，不但對地區扶輪拓展與扶輪服務做出重

大貢獻也為台灣的扶輪發展與成長樹立很好的
大貢獻也為台灣的扶輪發展與成長樹立很好的
典範。
典範。
如今入社也已超過 32
32 年，前面
年，前面 16
16 年已擔
年已擔
如今入社也已超過
任過社內各種重要職務，在西區社特有傳統扶
任過社內各種重要職務，在西區社特有傳統扶
輪文化的薰陶下，使我對傳統古典扶輪有深刻
輪文化的薰陶下，使我對傳統古典扶輪有深刻
的體驗與認知，而在後 16
16 年（2000~2016）面
年（2000~2016）面
的體驗與認知，而在後
臨近代扶輪的巨大改變，有幸目睹、參與，使
臨近代扶輪的巨大改變，有幸目睹、參與，使
我對現代扶輪變革的優點與隱憂，也有深切的
我對現代扶輪變革的優點與隱憂，也有深切的
了解與想法，由於以上這些難得的特殊經驗，
了解與想法，由於以上這些難得的特殊經驗，
使我面對近代的扶輪變革時，有較全面性的思
使我面對近代的扶輪變革時，有較全面性的思
考高度，也對未來扶輪的演化增加許多期許。
考高度，也對未來扶輪的演化增加許多期許。
五、無法迴避的扶輪使命
五、無法迴避的扶輪使命
在創業階段，因忙於拓展大陸及全球市
在創業階段，因忙於拓展大陸及全球市
場，一直遲遲不敢接任社長職務，直到 2011場，一直遲遲不敢接任社長職務，直到
201112
年，人算不如天算，終於再無法迴避而承
12 年，人算不如天算，終於再無法迴避而承
擔總監社社長（PDG David
David 擔任總監），然後
擔任總監），然後
擔總監社社長（PDG
在 2014-15
2014-15 年意外擔任助理總監及班長，並且
年意外擔任助理總監及班長，並且
在
兼任地區成立新社委員會主委，與 Naomi
Naomi 總
兼任地區成立新社委員會主委，與
總
監並肩作戰，成立了
17
個扶輪社，2015
年在
監並肩作戰，成立了 17 個扶輪社，2015 年在
諸位前總監及社友們極力的邀請下，以及面臨
諸位前總監及社友們極力的邀請下，以及面臨
3480 地區再分區的關鍵時刻，明知分身乏術，
地區再分區的關鍵時刻，明知分身乏術，
3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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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終亦不敢迴避之下，承擔 2017-18 年度 DGE
的重大任務與使命，我也成了西區社第八位出
任地區總監的前社長，期待能在 3481 地區創
區元年，與全體社友共創 3481 的新未來。
六、2017 年國際講習會（IA）的心得
2017 年 1 月 15-21 日在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San Diego），RI 為來自全球 539 位地區
總監當選人舉辦的國際講習會，是一趟豐富的
學習之旅，讓我們充分了解擔任地區總監的角
色與職責，了解 RI 的策略、目標、未來的思
考以及如何規劃地區的策略目標，與行動計畫
等，其詳細內容請參考我在「台灣扶輪」月刊
3 月號的特別報導。
七、2017-18 年 度 RI 社 長 當 選 人 Ian
Riseley 的 年 度 主 題：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RIPE Ian Riseley 希望我們藉著改變與創
新來改善世界，並且透過 RI 策略計畫三大優
先項目 (1) 支持及強化扶輪社 (2) 聚焦及增加
人道服務 (3) 增進扶輪公共形象及認識，以及
對扶輪永續、地球永續與環境永續的追求，藉
著 Making A Difference 來改善世界，讓世界變
得更美好。

八、對扶輪未來的期許
1. 為 3481 地區建立新願景與長期策略計畫
願景：建構一個既古典又前瞻的現代
扶輪
長期策略計畫：涵蓋 1) 社員成長 2) 行
政管理 3) 服務計畫 4) 扶輪基金 5) 提升
扶輪公共形象 6) 加強扶輪 DNA 傳承，
六大面向的策略計畫
2. 構築一條從青少年，經衛星社、網路
社、實體社到通往現代扶輪的橋樑。
3. 實踐 RIP Ian Riseley 的「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的年度主
題，期待能為 3481 地區引領改變、創
造改變、管理改變並且擁抱改變，讓扶
輪變得更強壯，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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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劉鼎煜先生擔任台北西北區社社長 (1975-76)

我的扶輪 DNA
我與扶輪的緣分應該來自於我父親，在
我三、四歲還懵懵懂懂時，就很好奇為什麼每
個星期三中午我父親都不在家用午餐，一直到
了我上小學的階段才明瞭，原來父親固定每週
三中午要參加台北西北區社的例會。父親自幼
教導我們做事情要有恆心，如果答應了別人，
或是設定了目標，就要努力地達到。他年輕

曾參加長泳及馬拉松比賽，在過程中遇到快要
放棄時，藉著與朋友間的相互勉勵，一起達成
目標。先父在參與扶輪方面也是非常持續的投
入，保持 40 年百分之百的出席率，甚至於其
晚年開刀出院後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前往扶輪
社補出席。他的念茲在茲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
的影響，所以自我 1993 年入社至今也是保持
百分百的出席率。
我的青少年也充滿了扶輪相關的記憶。我
從小跟一些扶輪第二代成為朋友，國中時隨台
北西北區社社友前往日本參訪，也給我留下深
刻的印象。扶輪於我，就像宗教對於信徒般，
成為我生活的哲學與價值。故此，我對扶輪也
有一種來自我血液中說不出來的使命感，這一

台北朝陽社授證八週年紀念合影：我擔任社長，父親 ( 第二排左四 ) 為總監特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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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2 地區 DTA 講習會

切我都要感謝我的父親。
皮膚科的異數選擇
我從醫學院畢業時，因為個性跟興趣的
關係選了當時相對冷門的皮膚科（沒有想到現
在皮膚科這麼熱門）。先在馬偕醫院的皮膚科
擔任住院醫師與主治醫師，因為感受到病人的
需求，1991 年到當時相對市郊的新莊開設第
一家皮膚科診所至今。當時還被同儕打趣說是
「下鄉服務」呢！
古典音樂狂熱份子
認識我的人大概都知道我很喜愛古典音
樂，古典音樂不只是我的興趣與熱情，也讓
我遇見我的內人淑芳，並於日後結為連理。小
時候父親擔任扶輪社領唱的職務，我常常聽他
在家中練唱扶輪歌曲。就讀建中時，我開始參
加學校合唱團，大學二年級擔任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院合唱團的指揮，為了學習擔任指揮，放
棄當時熱門的救國團暑期活動，改去參加合唱
研習營。在大學期間，我主動聯繫全台各醫學
院的合唱團，創立了全國醫學院合唱觀摩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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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至今 40 年不輟，畢業後也持續參加校友
合唱團，還曾隨團出國演出。

與內人淑芳參加英國格萊德邦歌劇節

在我 2001 年卸任台北朝陽社社長後，開
始有比較多的時間出國旅遊，而我的旅遊大
部分都選擇歐美等國，去聽世界一流的音樂
會，造訪音樂家的故鄉。我主動集結這段期

2017-18 年度

3490 地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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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漢池 DG Beadhouse

年度
2017-18

間內認識的愛樂好友，組成古典樂友會，討
論古典音樂的人事物。為了推廣古典音樂讓
更多人可以接觸欣賞，也擔任夜鶯文化藝術
基金會董事長。
新的地區新的展望
擔任 3482 地區首屆總監，我希望能夠以
「隆重而簡樸 創造新扶輪」的風格來發展我
們的新地區。面對分地區後，社員數及基金都
減半的現況，社員發展與防止流失成為我今年
度的首要重點。希望我們 3482 地區 2017-18
年度能夠有 8% 的社員成長，8 個新社，6 個
衛星社。唯有穩定的多元社員成長，才能讓我
們的扶輪進行更多有意義的服務計畫，發揮扶
輪職業服務的精神，進一步改善世界。
其次，3482 地區的法人化也為我今年的
重點之一。感謝主委 PDG Legal 及執行長 PP
Balance 的努力，3482 地區已成為台北市政府
登記的人民團體，並取得統一編號，將可使我
們的新地區更加制度化，長久發展。
3482 地區也計畫用以下的服務計畫來呼
應 2017-18 RI 社長萊斯禮的年度主題「扶輪改
善世界」：
‧ 根除小兒痲痹慈善音樂會
‧ 扶輪高峰論壇
‧ 一人一樹愛地球
‧ 法治教育
‧ 社會企業共伴行
‧ 提升扶輪公共形象：捷運燈箱廣告
‧ 偏鄉英語教育
有些人問我，為什麼要投注這麼多時間、
精力與資源來當總監。我的回答是：學習。從
擔任台北朝陽社社長、地區秘書長、DGN 至
今，我認識到很多扶輪先進，看見他們做人處
事方面有很多值得我學習之處，並且我相信透
過扶輪，我們可以一起完成單打獨鬥所無法完
成的事情，例如根除小兒痲痹，是改善世界人
類的健康。看到我的許多團隊成員非常努力、
細心的籌劃各樣服務計畫或訓練會，我心中有
說不盡的感謝與感動，他們也成為我前進的動
力，一生的夥伴。3482, Making a Difference！

為 3490 地區預約一個優質有效能的 3H 團隊
Action Today，Enjoy Tomorrow
以前瞻務實，創新 3H 團隊
以熱誠和諧，樹立 3H 文化
以集體智慧，提昇 3H 績效
一、3H 團隊，攜手向前 Lead the way
我始終深信「沒有完美的地區總監，但有
完美的地區團隊！」我們 3H 團隊是 3490 地
區大家團聚在一起，齊心合力所共同擁有的，
也因為大家的支持與協助，這就是給我最大的
助力和動力，更是 3490 地區最大的獲益。
我出生成長在宜蘭三星鄉純樸的農村，
從小因父母親的好客，以誠待人，深深地影響
著我日後有著發自內心會主動去關心周遭人、
事、物的扶輪人關愛情懷。出了社會我是一位
專職的內科專科醫師，秉持著悲天憫人的情
懷，以醫技仁心濟世；加入扶輪當上總監讓我
倍覺服務社區、服務社會要有發自內心的感
動，這種親力親為的攜手合作更能彰顯出扶輪
的服務就像是皇冠上的寶石一樣閃亮。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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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許下承諾，名垂扶輪 There are memories
of hope
為 了 積 極 推 動 2017-2018 的 年 度 工 作 計
畫，所有的訓練研習會皆已在六月底之前辦理
完畢 ( 除了公共形象研習之外 )，以便年度開
始可以全力去執行各項計畫和活動。

( 一 )、積極推動扶輪三個優先策略目標
1. 支持和加強我們的扶輪社
‧ 鼓勵社員能推動嶄新的想法，從多
元的角度理解社區的需求，貢獻各
自的才能和興趣並對扶輪的未來提
供寶貴的意見。
‧ 多元化增進社員的發展。
2. 聚焦且增加人道主義服務
‧ 藉由六個焦點領域專案、保護環境
及根除小兒痲痹等社區及國際性的
服務計畫來應對全球的人道挑戰。
‧ 藉由扶輪社員、年輕人、扶輪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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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人及參加扶輪活動或捐助扶輪基
金會的人士來改善本地和全球各地
的社區。
3. 增強我們的公共形象及公眾對扶輪的
認識
‧ 正面的公共形象加深貴社與社區的
關係，吸引潛在社員。
‧ 講述實施專案造福人群的感人故事
來提升公共形象並加強公眾對扶輪
的認識。
( 二 )、社員成長目標及留住率
1. 各社現職社員留住率 95％以上。
2. 各社員淨成長率 15％以上。
3. 各社鼓勵寶眷成為寶眷社員，目標為地
區社員人數的 60% 以上。
( 三 )、扶輪基金捐獻目標
1. 年度捐獻目標預定達到 170 萬美金以上。
2. 年度計畫基金參與率 100% 且鼓勵每位
社友捐獻年度計畫基金 30 美元或以上。
3. 保 羅 ‧ 哈 理 斯 捐 獻 年 度 計 畫 基 金 達
20％的社友數以上。
( 四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目標
1.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全年度總捐獻達
新台幣壹仟伍百萬元以上。
2. 參與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社達全地區
社數百分之 95%。
( 五 )、年度工作計畫
1. 鼓 勵 扶 輪 社 爭 取 Rotary's Citation（ 扶
輪獎）
2. 鼓勵各社運用年度獎助金增加人道服務
計畫
3. 提昇良好公共形象與民眾對扶輪的認識
‧ 串聯四合一活動（根除小兒痲痹單
車環島，運動聖火傳遞，馬拉松路
跑，以及愛的輪轉慈善音樂會等四
項）提昇扶輪公共形象。
‧ 支持扶輪公益網委員會，廣傳扶輪
公益形象，讓物資平均分配並照護
更多弱勢族群。
‧ 響應 2017-18 國際扶輪社長伊恩‧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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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扶輪

年度
2017-18

斯禮 RIP Ian H.S. Riseley 保護行星地
球計畫；扶輪社要為每位社友種一
棵樹來減碳救地球。
4. 世界社區服務 (WCS) 計畫
‧ WCS 計畫一：為柬埔寨孩
子矯正兔唇，重拾正常外貌
與語言能力。
‧ WCS 計畫二：提供柬埔寨
教學照明及飲水設備，點亮
孩子的希望。
5. 職業訓練隊 (VTT) 計畫
‧ VTT 計畫一：提昇柬埔寨醫
師治療唇顎裂的技術與能力
‧ VTT 計畫二：提昇長照產業
專業人士技術與能力
三、深情注視，扶輪服務 Maping our
Rotary life across time
如果，社友聯誼會是激起扶輪情
感的漣漪；那麼，社區服務就是表彰
基金捐獻的園地。
我 們 扶 輪 的 基 本 哲 學 就 是「 聯
誼」及「服務」，聯誼又是帶動服務
的力量。所以我希望 3490 地區能真正
做到每一個社都是有效能的扶輪社。
這個效能源自於大家認真去看待扶輪
的 三 出： 出 力， 辦 理 成 功 的 服 務 計
畫；出錢，有錢要捐出來做公益；出

席，參加例會活動搏感情。
今年的國際扶輪年度口號是：
「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因此我們需要
「 帶 動 改 變 」， 我 們 要 改 變 我 們
的 扶 輪 社、 我 們 社 區 以 及 世 界 各
地 的 社 區， 進 而 達 到「 改 善 世
界」的境地。2017-18 我們團隊為
了 要 達 到 年 度 目 標， 我 們 必 須 運
用 我 們 的 睿 智「Head」 思 考 改 變
（making a difference)， 用 我 們 的
熱忱「Heart」付出關懷，用我們有
意願的雙手「Hands」送出服務，
來改善我們的社區，改變他人的人生，進而
「改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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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

3501 地區總監

黃慶瑄 DG Nick

DG Nick & Esther 與 RIP Ian Riseley 社長伉儷合影

我是 1958 年出生於苗栗，父親是中學教
員，母親在市場做生意幫助家用，我是家中長
子，有一位妹妹兩位弟弟，家境小康。記憶
中母親因做生意的關係，幾乎每天天未亮就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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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我們四位小孩則在父親的催促聲中起床，
整理儀容準備上學。唸大學時母親接了一家豆
腐工廠，逢年過節豆腐產品需求增加，工廠人
手不足，常常全家出動幫忙，由於要趕早市，
工作時間由晚上 10 點到翌日清晨五、六點，
這個經驗也讓我體會到媽媽的辛苦。
父親受日本教育，對子女的品格教育特
別重視，經常在早餐時間告訴我們一些做人
處事的道理。他常說做人誠信最重要，寧可吃
虧也不可佔人便宜。又說結實越飽滿的稻穗垂
得越低，告誡我們做人要懂得謙虛。父親一生

年度
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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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勢待發的社長

在教育界服務，作育英才無數，在我的病患中
常常碰到他的學生，每每主動提及父親對他們
的教導，言談中透露著對父親的感佩。從小在
不同的場合，常常聽到父執輩訴說曾袓父南球
公的故事，年紀稍長才知先祖黃南球是《台灣
通史》列名的台灣近代三大貨殖家（實業家）
之一，他的事蹟與傳說不但流傳很廣，歷久不

活力十足的 Wonderful Team

衰，也深受台海兩岸的台灣史研究者所重視。
但他留給黃家子孫的家訓卻只有再簡單不過的
「質樸勤儉」四個字。這也是黃家子孫在社會
上為人處事的最大本錢。
加 入 扶 輪 社， 改 變 了 我 40 歲 以 後 的 人
生。我求學過程順利，大學畢業後就結婚，太
太瑜薰（Esther) 是同校同學，育有一子一女，
兒子已婚定居加拿大多倫多，女兒在台北美僑
協會工作。退伍後從住院醫師、主治醫師、開
業醫師，一路走來好像都按照寫好的劇本──
平淡無奇。1998 年是特別的一年，五月移民加
拿大溫哥華，七月一日台灣扶輪由四個地區拓
展為七個地區，12 月 12 號苗栗東南社成立，
是 3500 地區所成立的第一個新社，我是創社
社友。回想創社授證慶典當天，冠蓋雲集，創
社總監 PDG Mirror 及諸多扶輪先進的風範讓
我印象深刻。可惜之後幾年因家庭及工作的關
係，對扶輪的認識和服務計畫的參與實在有
限，直到 2008-09 年度因緣際會接任苗栗東南
社第十屆社長，才真正開啟我的扶輪之路。
入社至今，正好見證台灣扶輪發展最蓬勃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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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代，全台社數由 370 個增加至 776 個社，
社友人數由 15,036 人增至 35,511 人（以上統
計至 2017 年 4 月 30 日止），中文正式成為
扶輪的輔助語言（supportive language)。今年
7 月起將由七個地區擴展為十二個地區，2017
年 7 月 1 號台灣將成為一個獨立地帶（Zone
9)。3500 地區在歷屆總監的帶領下成長更是
驚人，社數由 41 個增至 132 個，社員人數由
1,544 成 長 至 6,709 人（2017/04/30 止 ）， 扶
輪基金的捐獻也是名列前茅。7 月 1 號起新的
3501 地區，包括中壢、新竹、苗栗三個大分
區，如何鞏固社友、凝聚向心力、承襲 3500
地區優良傳統，奠定 3501 地區未來發展的基
礎，是我們所要努力的方向。

國際講習會台灣文化展與 PRIP Gary 伉儷合照

2017-18 年 度 RI 社 長 主 題，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RI 社
長 Ian H.S. Riseley 特別提到扶輪的服務是團隊
合作（teamwork)，注重永續性（sustainability)
和持續性（continuity)，因此今年度的服務計
畫將以國際扶輪的三大策略計畫為指導原則。
要確保扶輪的未來，必須要有更多的女性和年
輕族群加入。今年是女性社友加入扶輪 30 週
年紀念，預定舉辦活動表彰女性社友對扶輪
的貢獻，藉以吸引更多女性人才加入扶輪社。
3500 地區過去一年增加的社友人數大部份來
自成立新社和衛星扶輪社，如何讓新社站穩腳
步正常發展，以及如何促進衛星扶輪社社員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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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扶輪活動，加強其扶輪知識，不再是掛名社
友，真正成為扶輪社或社員的育成中心是我們
要努力的方向。地球的永續性是另一個要關注
的議題，我們不能忽視環境惡化及氣候變遷對
人類和地球的影響。響應 Riseley 的呼籲將在
三個分區實施植樹活動，藉由實際的行動表達
我們對地球的關心。
Ian Riseley 說：扶輪是以「人」為本，以
「社」為本，以「服務」為本。今年度將鼓
勵各社持續其招牌服務，社區服務由各社或
各分區來主導。成立全球獎助金小組，由地
區扶輪基金主委、獎助金主委和幾位熟悉全
球獎助金計畫的社友組成，協助各社申請全
球獎助金。加強地區辦公室的功能，建立地
區網站連結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網
站和 RI 網站，使社友們能與國際接軌，充分
瞭解扶輪最新資訊。
甘地說「改變必須從你自己做起」，每天
改變一點點，隨時檢討一點點，其結果可能是
無限大。Rotary：Making A Difference ，從個
人、從扶輪社做一些改變，我們所做的服務可
能影響一個人、一個家庭，可能改善社區使世
界變得更好。世界瞬息萬變，扶輪的故事必須
一再被重寫，但扶輪的核心價值不變，聯誼、
正直、多元、服務、領導，是扶輪得以永續經
營的支柱，期待 3501 地區在此基礎上持續發
光發熱。

與家人出遊合影

年度
2017-18

2017-18 年度

3502 地區總監

趙世光 DG Archi

個地區總監介紹

從來沒有人能掌握下一秒的未來。
參加扶輪社成為扶輪人，從來不是我的選
項，這是 12 年前我的思路狀態。
當時，扶輪社對我而言，是一個完全陌生
的團體。僅只聽過。從未接觸過，也不曾在乎
過。對扶輪社的全部概念就是扶輪社三個字而
已。最終，如何邁入這個大家庭？就只因一句
話，一句來自某位工作設計案業主的話。當時
我們正在討論建築平面規劃圖，而說這話時她
當下沒正眼瞧向我，僅就像是一句稀鬆平常的
家常話，淡淡輕鬆，順口的從喉頭發音，順著
氣流滑過舌尖，從似動未動的嘴唇傳至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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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意，我那雙明敏的雙耳，幾乎沒有秒差
的，同時接受到了這個訊息：有個新扶輪社成
立請你來參加如何？就是這麼簡單的一句話，
確定講的是中文，淺顯易懂，不須花心思，你
便無法不了解。隨即，一個訊息迅速從我的腦
海語言中樞傳出，那是一個回應的話語。這個
訊息同樣牽動了我喉嚨的肌肉，發出了一個單
音，滑過喉間，飄出嘴唇，氣息不強音量微
弱，但瞬間充塞了寂靜的空間。同樣沒有秒差
的情況，對方那雙靈敏的耳朵，收到了從我這
回應的訊息。於是，我的人生改變了，基於一
個「好」字，好到什麼程度？以一個新鮮人加
入扶輪社，擔任的不只是社友而已，擔任的是
創社社長的職務，人稱 CP，一任二屆，那一
年起始是民國 94 年。於是在執行職位上的任
務時，同步認真認識了扶輪社，從此建立了一
份對它這個團體的認同感。
7 年後輪值擔任助理總監，又大幅度的拓
展了社外的扶輪友誼，尤其是當年度同分區的
社長、秘書們。由於我們建立了深厚的情誼、
因此成立了「悶燒團隊」，無論在任或卸任期
間，皆持續保持聯誼互動。擔任助理總監那一
年，我們所屬的桃園第五分區，從助理總監以
降，除了某社社長將其捐獻用於其社內慈善基
金的成立外，包括助理秘書及四位社長都成為
扶輪基金的鉅額捐獻者，可見我們彼此情誼之
深厚。
但為什麼取名悶燒團隊？已無從考證緣
起，只漸漸就形成了這個名號。有一回，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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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再次按計畫，大夥驅車前往宜蘭渡假。回程
車上，順著剛剛不久的晚餐，三杯清酒下肚，
情緒高昂了許多，於是話匣子開了些。原本東
南西北的話題，突然間就聚焦在扶輪人的熱
門話題之一：擔任總監。其實往常，有空沒
空、有意無意，團隊之間就會經常拿這個議
題，拿團隊某人又或另一個某乙對號入座，偶
爾箭頭亦會不經意朝向我這邊，因為擔任過
助理總監。久而久之，也就醞釀起了一句四
兩撥千金的回應話：「我當然會擔任總監，只
等 3000 年後」。平常劇本的的演法是，眾人
一聽此話，先是嘲弄一番，隨即一哄而散。但
這會兒，人就全在遊覽車上，聚集在一個密閉
的空間，前不能進後不能退。突然間，大夥的
意見攻勢越來越猛烈，酒精後作用力的催化，
發揮了推波助瀾的功效。此時，議論紛紛，箭
頭四射，不是他就是我，某某某一定得出面擔
任「地區總監」。理由是，自秘書長以下重要
的地區中央官職，大夥已協議分配好了，就
欠東風，就欠東風呀！「就這麼說定，就你
啦！」，在大夥的共同決議下，我成了他們所
需要的東風。於是我那位當年的武陵社社長，
隔天立刻召開社內臨時理事會議，按照程序通
過提名，隨即四處奔走完成簽名作業，就這樣
62 臺灣扶輪 2017.7

在最後期限日傍晚的
最後一刻遞表成功。
於是，我成了三位總
監候選人之一。當時
如何願意屈服眾意？
其實心裡打一個主
意，這一次適逢創區
第一屆，意義非凡。
扶輪人才輩出，競者
必眾，就當是體驗人
生，陪陪遊戲一場，
不必太在意。反正焦
點不在我，就當是做
一次好人，遂了大家
的心願，滿足一次的
瘋狂。
故事的結局？前頭提過了，從來沒有人
能掌握下一秒的未來。確實，從來我全沒能
掌握下一秒的未來，包括這一次的總監提名人
被提參選。候選遞表後約莫一個月餘，悶燒團
隊夥伴開始假裝正經八百的質問我：「你的
3000 年，什麼時候變成只有 3 年，怎就真當
上總監了？」，這真是難以回答。不多時，地
區總監來函公布，國際扶輪 3502 地區創區第
一屆 (2017-2018 扶輪年度 ) 由桃園武陵扶輪社
CP Archi 當選，我確定成為總監提名指定人，
也就是大家所稱的 DGND。關於這件事的結
果，我只能這樣告訴我的悶燒團隊夥伴及熟識

20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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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友們：「原來之前跟大家斬釘截鐵報告的
3000 年，因為眼花，沒有注意到當中存在一
個小數點。所以，正確年限應該是 3.000 年，
就是 3 年的意思。」大夥仍是一聽，先是嘲弄
一番後，隨即一哄而散，忠實依照劇本演出該
有的付諸一笑的回應。
歲月如梭、時光飛逝。轉眼間，從 DGND
到 DGN 到 DGE 再到 DE，一切宛如眨眼一瞬
間。進入扶輪，帶給我奇妙的生活變化。聽
說，擔任過 CP 又擔任總監的扶輪社友實在少
數。擔任過 CP 又擔任總監且是創
區總監者，又更是少數中的少數。
甚至是絕無僅有，前不見古人僅我
一位，是真的嗎？真是備感榮幸，
武陵社友調侃我：「原來你習慣性
擔任第一屆」。擔任地區總監這個
職位，實從不敢妄自菲薄，理解到
自己肩負責任的重要。雖然過去國
際扶輪 3500 地區，歷經 19 年努力
經營，建立了許多優良傳統。但時
代劇烈改變中，新的扶輪地區需要

有新的思維。必須建立符合現代的制度，奠定
良好的基礎，才能讓往後各屆，擁有發展所需
的穩健條件。
因此，首要推動的目標就是，申請國際扶
輪 3502 地區的社團登記，取得政府核認的民
間組織，能夠合法集會結社，合法募款開立收
據，以利會計帳務整理。
目標二，經過與下二屆 DGN 與 DGND 的
共同討論，擬定了一個照顧本地青年學子的
計畫，創設國際扶輪 3502 地區獎學金計畫，
協助經濟弱勢的在地大專生，每位受獎人每年
資助新台幣 8 萬元整，以期能無後顧之憂，專
注心力於課業學習。同時，並邀請其於受獎期
間，參加扶青團。此舉，既能協助栽培國家知
識人才，又能培養扶輪社未來潛在社友。
目標三，創區這一年度，期能帶領團隊夥
伴，登玉山、泳渡日月潭、環島腳踏車騎乘。
藉以挑戰自我、歷練身心、培訓健康豪氣的扶
輪人。
目標四，公元 2018 年是國際扶輪希望完
全消滅小兒痲痹症野外病株的目標年，為加強
扶輪社友支持此一計畫，並讓社會大眾了解扶
輪偉大的努力。計畫於今年 ( 公元 2017 年 )11
月 在 石 門 水 庫， 辦 理「End Polio Now」 的 5
公里健行活動。邀請地區各社變更例會，並鼓
勵廣邀親朋好友參加。當日出席者每人致贈一
頂運動帽，健行活動單元結束後全體社友並寶
眷等就地野餐聯誼。
目標五，扶輪過去低調行善，如今思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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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應高調行善，並注重宣傳，以廣為人知所
作所為。配合 RI 這一年度的提倡扶輪公共形
象推廣，特規劃在明年 ( 公元 2018 年 ) 4 月，
當各社 GG 及 DG 大致告一段落時，選在桃園
區藝文特區廣場，辦理相關成果展嘉年華，
展現各社的社區服務成果，並結合捐血活動及
CPR、AED 操作訓練活動，及辦理蚊子電影
館插播扶輪宣傳短片，等建立扶輪公益形象。
目標六，埤塘是桃園台地的地理文化特
色，保留自先民墾荒務農的生活印記。從過去
20,000 埤塘，殘存至今僅餘不足 2,000 埤塘。
為活化失去灌溉功能的某些埤塘，這一年度特
別與市府合作，取得其中一埤塘且近鄰市區位
置，由扶輪社動員改造成為扶輪埤塘公園，並
配合 RI 社長年度任務，每位社員種植一棵樹
的呼籲，於該口埤塘規劃植樹，聚木為林。
目標七，社員成長當然是今年度的重點目
標之一。分區之後，社員人數由原先約 3500
地區的 6,000 多位社員，減低至本 3502 地區
所屬社員僅有約 2,000 多位。拓展社員，成為
必然的目標。我們的作法，採取了先將原有北
桃園 53 個社 8 個小分區調整為 12 個分區，稀
釋各小分區社數，再鼓勵各分區輔導一個新
社。這是策略運用。
目標八，有關基金勸募，不直接要求各社
或社友認捐，改以宣傳告知扶輪基金之積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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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及運用該等基金解決了人類及社區的那些
問題。期能讓扶輪社友，因了解而感動，因感
動而捐獻，且充滿喜樂。
很多人曾好奇的問我，在我還是 DGE 剛
辦完大部分主要的講習會時；「快上任了，心
裡可有壓力？很忙碌吧？」，關於這一點我的
回答是，以平常心待之，且每過一天，心裡就
充滿了期待與喜悅。因為，再一年的時間後，
我就可以成為夢寐以求的「前總監」，PDG
是也，從此快樂享受扶輪。我該好好計
畫，明年總監卸任後的國外渡假旅遊。
我是趙世光，生肖屬虎，祖先來台
第三代，精通國語、台語及一定程度的
英語。在桃園成家，在台北立業，如今
又回歸鄉里運籌發展。是一位開業建築
師，幫助了地殼表面的改變及形成了豐
富的樣貌，作品分布北台灣、南台灣、
大陸廣東、江蘇等地，尚未遍及北極、
南極或月球。熱愛工作亦熱愛文學、藝
術及陽光運動和旅遊。畢業於中原大學
土 木 系 學， 受 業 於 北 京 清 華 建 築 研 究
所。很高興在扶輪世界與您同行，平凡
中見證不平凡。

3510 地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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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景芳 DG Archi

考取的是中國醫藥學院中醫科，其實我也可以
是醫生，人生往往不同的選擇就產生了不同的
際遇，大學選擇念建築系，而現在我是建築師。
進入職場，首先在台北沈祖海建築師事務
所學習服務。

年度
2017-18

2017-18 年度

全家福

Archi 很榮幸能夠擔任國際扶輪 3510 地區
2017-18 年度總監。
我出生成長於屏東縣萬丹鄉興全村，是
鄉下孩子，個性善良純樸。父親是公務員，為
民服務。也曾當過鄉民代表，為民喉舌、服務
鄉里，提攜後輩不遺餘力，備受尊崇。母親務
農，耕作田地數甲，早出晚歸，克勤克儉，家
境小康。
雙親對其八位子女悉心照顧，疼愛有加，
小時候在愛的教育環境中長大，孩子們日後均
能平順發展。
求學階段，因父母對教育的重視，讓我們
兄弟姊妹都能在無憂無慮條件下專心向學。感
謝上蒼垂愛，賦予我多項才藝優秀學習能力，
如學業、書法、美術等樣樣表現在同儕中皆能
名列前茅。小學以第一名成績畢業。中學時代
對大學生充滿嚮往，當初即立志定要上大學，

民國 66 年台灣省建築業正突飛猛進，建
築管理也正普遍實施，但建管人員卻嚴重不
足。所以政府一方面考試招攬人才，一方面以
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聘用專業人士，凡高職以上
相關科系畢業者可任用。父親一直希望能以我
所學回鄉服務，當時屏東縣政府剛好有職缺，
於是開啟了公務員生涯。
在縣府服務期間，便民、利民是我處事
原則。工作之餘則準備考試，民國 71 年一舉
通過考試院公務員乙等特考及建築師考試。因
個人特長深獲長官賞識，在 72 年升任課長職
務。由於兼具建築師身份，亦倍受同仁禮遇。

年會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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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地牙哥─大遊行

「身在公門好修行」這句話更鼓勵我積極
為民服務，曾經幫助不少人，解決不少問題，
因而認識很多朋友。12 年 8 個月公務生活，
讓我學到很多做人做事道理。
民國 78 年縣長施孟雄先生任期屆滿，邀
約共同開設工程顧問公司，因此離開公職自行
開業。
事務所自開業迄今近 30 載，業務持續穩
定成長中，內人是個得力助手，她亦是屏東溫
馨扶輪社社友 P.P.Design，所以彼此有著共同
服務的理念。
我們育有 2 子，長子主修建築設計，目
前是事務所設計部負責人。次子研習法律，
服務於高雄地方法院。欣慰的是各有所長，
積極進取。
扶輪充滿愛、希望與感謝和各式各樣的挑
戰與奇蹟，是以人為本，追求利他的「助人為
快樂之本」，同時也學習利己
的自我成長、自我實現。
1990 年加入屏東扶輪社，
初嘗扶輪生活。
1998 年 屏 東 扶 輪 社 輔 導
創立阿緱城扶輪社，擔任創社
社長。
2009-10 年 擔 任 屏 東 第 一
分區助理總監
2015-16 DGN 總監提名人
2016-17 DGE 總監當選人

66 臺灣扶輪 2017.7

曼谷研習會 RIPE 頒發證書

2017.07.01 即將接任總監職務，除了奉行
RI 年度主題「扶輪改善世界」為目標外，本
人另定本地區年度主題為「做個快樂的扶輪
人」本地區將推動扶輪人──快樂的聯誼、快
樂的服務、能盡力而為──快樂的達成扶輪改
善世界的目標。

3510 地區 2017-18 年度主題

3510 地區 2017-18 年度地區公共形象訓練會

3521 地區總監

RIP Ian Riseley 與 Jerry 夫婦合影

本人有幸在 1984 年元月加入台北圓山扶
輪社成為創社社友，從此與扶輪結了一生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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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仁華 DG Jerry

當 1998 年 7 月 1 日，我出任圓山社第十五屆
社長，剛巧 3480 地區重劃為 3520 與 3480 二
個地區，當時擔任 3520 地區創區總監是 RI 前
理事 PDG Jackson，而我也有幸追隨他實現扶
輪夢想，成為 3520 創區時的社長。2006 年底
台北圓山社有意輔導成立新社，因緣際會，由
我出任華山社創社社長，結合其他 34 位社友
在 2007 年 3 月 25 日華山社授證成為國際扶輪
一員，時光飛逝很快過了十年。今年七月一日
開始，我將出任 3521 地區的創區總監，回想
過去，一晃之間加入扶輪超過 30 年，超過半
輩子參與扶輪，也深深感受扶輪在改變，但是
扶輪服務人類改善世界的理念仍然被奉行。我
經歷為創社社友、創社社長到創區總監，過程
永遠在挑戰一個新的扶輪未來。
在台北松山的大家族出生長大，父親從
一位霧峰鄉下出生的小孩，到台中就讀台中
一中，至保送台北醫專 ( 台大醫學院前身 )，
畢業後開始行醫，落腳松山，與母親結褵超過

年度
2017-18

2017-18 年度

1998 年擔任圓山社社長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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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當時頂尖科技人材，建立廣大人脈，對我往
後生涯發展有很大影響。1983 年我決定結束
美國生活返台定居，並接受臺大物理系聘書擔
任副教授而後升為正教授，從此展開 32 年教
學與學術研究生涯直至 2015 年夏天。
那時恰逢台灣經濟正要起飛，尤其要從
家庭代工為主經濟型態轉移為加工出口為基
礎的新模式，另外為提昇生產價值，推動高
科技產品發展來取代傳統產業蓄勢待發。我
得以運用以前在美國建立人脈，為那時台灣
充沛資金尋求出路，協助一些新科技公司育
成與創立，並在短時間內上櫃。我雖然身為
學術圈一員，但我並未把自己關在學術象牙
塔內，另外我研究領域較偏向於科技應用導
向，因此能成為分別擁有技術與資金橋樑，
過去 30 年至少成功協助 20 家以上科技公司的
孵化孕育，這是我一生引為傲的事，為台灣
高科技產業也盡了一份力量。而加入扶輪更
擴展我生活視野與人脈關係，讓我走出狹隘
生活圈子，直接來回饋社會。
我與內人瓊珠育有一女兒，尚未成年，非
常貼心，深得我們寵愛，目前就讀北一女中。
博士照
內人 Judy 這幾年雖然只是家庭主婦，但確是
我積極參與扶輪背後重要推手。兩年前我面臨
順暢，沒遭遇到什麼波折。感謝我的父母在我
生涯轉變重大抉擇，兩年後今天證實我當時作
求學過程中給我全力支持，讓我完全無後顧之
了正確選擇，深深感受扶輪值得我把將來歲月
憂，尤其在經濟方面，我才得以全力以赴追求
為它全心投入。
我的夢想。
七月一日開始
拿到博士
台灣地區將重劃為
學位後我分別
12 個 地 區，3521
在 美 國 東 岸、
地 區 目 前 僅 有 46
美 國 南 部、 美
社，1,800 位 社 友
國 西 岸 數 家
左 右， 是 12 個 地
高科技公司服
區中規模最小的，
務， 尤 其 最 後
距離一個有效能地
落腳於高科技
區最低標準尚有一
公司群聚的加
段距離，因此我未
州 矽 谷， 學 到
來首要任務是大幅
最先進科技與
成長社員人數，使
前瞻產品發展
RIPE 訪台
社員人數至少達到
策 略， 並 結 交 很
七十年，鶼鰈情深，五年多以前父親以 103 歲
高齡辭世。父親走過精彩一世紀，一輩子熱
愛鄉土、與人為善、服務社會，深深影響到
我人生態度與處事原則。我從松山國小、大
同初中、建國高中、清華大學，然後服完兩年
兵役後赴美深造，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拿
到物理博士學位，求學過程一路走來算是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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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研習會大合照

參加 2017IA

2,000 位以上，為達成此目標，需要採用特別
積極策略才能達到。另外此目標達成更需要大
家共識，因此我鼓勵更多前社長加入地區團隊
來服務以維持他們對扶輪的熱情。而提高獲得
來自 RI 扶輪獎榮耀的扶輪社數是 2017-18 年
度 RI 社長 Ian Riseley 年度重要目標之一，因
此我已期許 3521 地區未來所有社全力以赴，
都能榮獲 RI 扶輪獎殊榮，實現 RI 社長設定的

扶輪目標。
這 幾 個 月， 在 各 位 前 總 監 指 導 與 社 友
同心協力下，陸續完成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
管 理 研 習 會 (GMS)、 地 區 團 隊 訓 練 研 習 會
(DTTS)、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 (PETS)、地
區訓練講習會 (DTA) 與地區社訓練師訓練研
習會 (CTTS)，都得到社友熱烈的迴響與高度
參與；另外我也一一拜訪各位社長當選人，傾
聽他們想法並為他們打氣，也完成所有社的總
監公式訪問會前會，瞭解各社規劃年度目標與
計畫，一切都已準備就緒。
國 際 扶 輪 3520 地 區 由 RI 前 理 事 PDG
Jackson 出任第一屆總監，到 DK 總監這屆，
歷經十九年光輝歲月，七月一日起開枝散葉，
我將以兢兢業業承擔此責任。鼓勵社友參與服
務，凝聚向心力，秉持 We work together. We
can stay together. 理念，Making a difference，帶
領 3521 邁向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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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

3522 地區總監

郭繼勳 DG Paul

NYU

黃伯倫為臺北士林扶輪社 PP Berlin，小舅子黃
彬先則為台北雲端扶輪社 PP Bing，都是扶輪
社友。扶輪是我生命中的貴人。
家 中 三 個 女 兒 老 大 Yvonne 在 澳 洲 昆 士
蘭大學唸書，一對雙胞胎就讀於澳洲昆士蘭
Girls Gramma 女子高中。全由我太太 Cecilia
一人在澳洲照顧她們，感謝太太的支持，讓我
可以為扶輪全心奉獻。
在士林扶輪社的前輩們指導下，成為臺
北市內湖扶輪社的創社社友並擔任第二屆的社
長。隨後也創立臺北市文湖扶輪社並擔任創社
社長。在國際扶輪 3520 地區擔任過助理總監
以及地區秘書長進一步學習扶輪的精神和核心

DG Paul 伉儷

我出生於台灣高雄，七歲時隨父母北上
唸書。初中考上延平中學，高中就讀建國中
學，大學畢業於台北醫學大學牙醫學系。隨後
出國前往美國紐約
大學和紐約表維醫
學中心進修口腔及
顎顏面外科及細胞
生物學的研究。返
國後也繼續在台北
醫學大學醫學院醫
學研究所完成博士
學位。
1991 年 加 入
台北士林扶輪社，
並認識我的太太黃
熙之 Cecilia，岳父
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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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台北市內湖社擔任社長參與地區 PETS 受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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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士林社授證

價值。學習扶輪行善天下的理念。
雖 然 國 際 扶 輪 3520 地 區 即 將 分 為 三 個
地區，我們感恩 3520 地區扶輪社友及前輩們
的支持與鼓勵。並誠摯的邀請所有國際扶輪
3522 地區扶輪社友一起攜手共創另一個百年
願景。扶輪：改善世界。
全家福

臺北市文湖社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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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8 年度

3523 地區總監

朱健榮 DG Jack Chu

每次看到許多人談到對於現代教育的改
革我都會深有同感，因為，我自己就是在最保
守的年代，做出了有別於傳統價值觀的人生選
擇，所以，我堅信所有人都有獨特的天賦和能
力，只要願意聽從自己內在的聲音，去做自己
能力所及而且是想做的事，一定會有所收穫。
我出生於高雄，以拆船為業的家庭給了我
很富裕的童年生活，但父親因接手並投資了台
北的鋼鐵工廠後，適逢台灣經濟和建築業的蕭
條，工廠和家庭經濟都陷入了困頓；但我現在
回想起來，如果沒有那幾年和家人同甘共苦的
經歷，加上心智的磨練，可能，就沒有現在的
我，因為，當時父親為了尋求突破而投入貿易
後，萬事起頭難，自己不但一邊要上課，還要
負責許多作業，常常騎著一台腳踏車跑遍大台
北地區拜訪客戶，經濟稍獲緩和之後，才改騎
72 臺灣扶輪 2017.7

摩托車，一樣是一個人，扛著各式樣品，穿梭
大街小巷。也因此，建國中學畢業之後，當時
我就在思考自己的人生方向，一方面為了減輕
家中負擔，另一方面因為接觸生意的期間，發
覺自己對這方面有著天生的敏銳度和好感，因
此，在難以兼顧課業的情況下，毅然而然選擇
了休學，全力投入，所以現在想來，我順著自
己的內心，捨棄了當時看似精華的大學之路，
但卻造就了接下來的二十年我擠進了台灣百大
企業排名的人生。
如果說，生命是一本書，我們永遠不知道
翻開下一章會是什麼，但就像我接觸和參與扶
輪，從來都不是預先安排設定好的，我只是朝
著我所認同的方向前進，並且選擇和維護我堅
信的價值，所以當我在 1985 年接觸到扶輪的
時候，我深深被它的宗旨和作為所吸引，尤其
是社內的聯誼和服務，使我對於自己的人生有
了更寬的視野，因為，我能夠在社裡學習，然
後實際的去付出，這三十幾年的扶輪經歷使我
累積了很多紮實的經驗。
而今年就在扶輪剛登上了國際扶輪基金

年度
2017-18
個地區總監介紹

12

百週年的榮耀之後，3520 地區也歷經了 19 年
的蓬勃發展而在 2017-18 年度，以嶄新的三個
分區來出發。我非常榮幸能夠擔任 3523 地區
的創區總監，雖然分區之後，相較之下的社員
規模較小，但這只是一個起點，代表著我們
擁有更大的發展空間的起點，我想，這對目前
3523 地區現有的 2,362 位社友來說，我們何其
有幸能共同站在這全新的起點，而這也表示我
們有了新的責任，我期許自己能做好服務大家

的工作，協助各位達成目標，除了地區基本的
支援與服務之外，地區的策略與方針是以各扶
輪社為主體，期待各社將重心回歸社內，自由
發揮特色，全力服務其社區。在此，我要引用
我們的地區團隊所擬定的口號來和大家共勉：
1718 超我服務 3523 改善世界
1718 繼往開來 3523 共創未來
回 顧 我 自 己 的 人 生 篇 章， 一 路 走
來，我總是能做出最符合我內心方向的
選擇，而我至今三十二年的扶輪資歷，
今日能成為 3523 地區的創區總監，我深
感榮幸，我也將在任內，盡力做好服務
各社的工作，就像 RI 社長所說的，「扶
輪的定義，並不在於我們是誰，而是在
於我們透過扶輪，引發的潛力，身體力
行，為人服務的作為。」我將以此作為
我個人最高的標竿，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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