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理事及保管委員就職上任
國際扶輪理事會共有 19 位成員，包括：國際扶輪社長、社長當選人，
以及 17 位在國際扶輪年會上當選的扶輪社提名理事。
理事會負責依照國際扶輪章程及細則來管理國際扶輪事務及經費。
10 位新理事及社長當選人於 7 月 1 日正式就職上任。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管理基金會事務，基金會為扶輪的慈善部門，
資助服務活動。國際扶輪社長提名人提名保管委員，經國際扶輪理事會核准，
任期 4 年。保管委員會主委及 3 位新保管委員於 7 月 1 日正式就任。

理事
歐烏里 Sam F. Owori
2017-18 年度社長當選人
烏干達坎帕拉 (Kampala) 扶輪社

歐烏里是烏干達公司治
理學會的執行長，其宗旨是
促進該區域企業治理原則及
措施的品質。在此之前，他
是非洲發展銀行執行董事、
烏干達商業銀行有限公司的
董事總經理、及烏干達發展
銀行董事。他也曾任烏干達銀行（為烏干達中央
銀行）的秘書長。
歐烏里曾擔任許多機構的理事或理事
長，包括烏干達佛魯有限公司（現在的機會銀
行）、烏干達心臟學會、非洲家庭研究中心、
穆拉哥綜合醫院、穆科諾一所神學院、以及坎
帕拉市議會。
他是非洲安寧照護協會烏干達分會的副理
事長，也是烏干達 PACE 計畫（衛生、通訊、教
育普及計畫）的理事及審計委員會主委。
歐烏里自 1978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理
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
人、地域國際扶輪社員協調人、委員會的委員或
主委、以及駐聯合國環境計畫署及聯合國人道居
住署的國際扶輪代表。
歐烏里曾榮獲包括地域為無小兒痲痹世界
服務獎，也曾因在非洲發展的卓越服務獲得加彭
總統歐馬‧邦哥頒發功績勳章。
歐烏里與夫人諾拉 Norah 是基金會巨額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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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獻人及保羅•哈理斯會會員。歐烏里也是扶輪
基金會的捐助人。他們有 3 名兒子及 3 名孫子女。

邱卡林甘 Basker Chockalingam
印度卡魯爾 (Karur) 扶輪社

邱卡林甘是塔塔鋼鐵公司
在印度塔米爾納杜邦的經銷商
VNC 製造公司的經營合夥人。
該邦政府為表彰他對中小型產
業 發 展 的 貢 獻， 於 1986 年 頒
給他最佳小型企業家獎。
邱卡林甘曾在數個產業團體及運動協會擔
任高階職務。他曾獲得的榮譽包括維傑‧施里
獎、國家團結獎、施羅馬尼‧維卡斯獎、及印度
葛拉維獎，表揚他在特定領域及社會服務方面的
卓越表現。
邱卡林甘自 1988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
扶輪協調人、委員會委員、及地區總監。
邱卡林甘是扶輪基金會捐助人及巨額基金
捐獻人，曾榮獲扶輪基金會有功服務獎。

斐瑞爾 James Ronald Ferrill
美國維吉尼亞州馬丁斯維爾
(Martinsville) 扶輪社

斐瑞爾退休前在杜邦公
司任職超過 33 年，曾擔任各
種工程及管理職務。他參與
一 些 宗 教、 民 間、 及 社 區 服
務活動。
斐瑞爾自 1967 年成為社

員至今，曾擔任國際扶輪社長代表、立法會議代
表、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及地區總監。他也
曾任團體研究交換團團長帶團至韓國。
斐瑞爾曾獲得扶輪基金會的有功服務獎及
特優服務獎以及國際扶輪的超我服務獎。他是保
羅‧哈理斯會會員及基金會的捐助人，他和夫人
伊蘭 Elaine 都是巨額基金捐獻人。（斐瑞爾接替
毛克霖 Joseph Mulkerrin 完成其任期。）

伊伯樂 Peter Iblher
德國紐倫堡 - 芮斯華 (Nürnberg-Reichswald)
扶輪社

伊伯樂退休前是會計
師。他曾擔任紐倫堡一家醫
院集團的執行理事、巴伐利
亞省公務員大學講師、福爾
特市商業發展協會會長、以
及瑞士巴塞爾及德國慕尼黑
的顧問公司的執行長。
伊伯樂自 1990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國
際扶輪社長代表、扶輪協調人、立法會議代表、
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地區總監、服務計畫經理
人（尤其是在印度）、以及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
主委。
他是多次捐獻保羅‧哈理斯之友及扶輪基
金會巨額捐獻人。

石黑慶一 Keiichi Ishiguro
日本鶴岡西區扶輪社

石黑慶一是石黑齒科及矯
正診所的負責人。他曾擔任日
本齒科協會副會長及秘書，以
及山形縣齒科協會的理事、理
事長及顧問。他是鶴岡總合計
畫協會的主委。2014 年，他因
為牙齒保健衛生的成就獲得日
本政府頒發的旭日勳章。
石黑自 1985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國際
扶輪社長代表、委員會委員及小組委員會主委、
立法會議代表、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地區總
監、及地區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
他是多次捐獻保羅‧哈理斯之友及扶輪基
金會捐助人。

紐佛 Robert C. Knuepfer Jr.
美國芝加哥 (Chicago) 扶輪社

紐佛退休前是貝克‧麥肯
錫全球法律事務所企業部門的
資深合夥人。他也是一家業務
遍及全球的特殊化學品公司霍
爾斯塔的股東、董事、及高階
主管。他是許多企業及民間組
織的理事長。紐佛自 1982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
擔任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
代表、地區總監、及扶輪社社長。他和夫人南希
Nancy 是扶輪基金會巨額基金捐獻人。

馬修斯 John C. Matthews
美國華盛頓州莫瑟島 (Mercer Island) 扶輪社

馬修斯擔任大型賣場好市
多 (Costco) 的資深副總裁長達
25 年。 他 也 曾 在 美 國 海 軍 服
役 20 年， 以 補 給 團 司 令 一 職
退伍。
馬修斯在企業及社區組織
的董事會很活躍，包括西雅圖
商會、華盛頓柏塞爾大學顧問團、莫瑟島長老教
會、扶輪第一食糧計畫、以及 NW 再保險公司。
馬修斯自 1988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國
際扶輪社長代表、委員會委員、國際扶輪訓練領
導人、扶輪研習會召集人、及地區總監。他與夫
人瑪麗艾倫 Mary Ellen 都是保羅‧哈理斯之友、
巨額基金捐獻人、以及阿奇‧柯藍夫會及遺贈會
的會員。他們共同設立馬修斯夫婦捐贈扶輪和平
獎學金。

文銀洙 Eunsoo Moon
韓國天安 - 兜率 (Cheonan-Dosol) 扶輪社

文銀洙是一位牙醫
師，擔任天安文氏牙科醫院
的執行長及韓亞醫療基金會
的理事長。他擔任韓國數個
機構的理事長及會長。
文銀洙曾擔任國際扶輪
社長代表、國際扶輪訓練領
導人、扶輪協調人及助理協調人、扶輪社員行動
團體委員會委員、及地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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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夫人 Hyunjoo Yang 是阿奇‧柯藍夫會
會員。文銀洙曾獲得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及扶輪
基金會特優服務獎及有功服務獎。

史托優 Brian A.E. Stoyel
英格蘭索塔許 (Saltash) 扶輪社

史托優曾是一位合格音樂
教師，曾在史羅教書，後來到
紐布里出任一所獨立學校的校
長。他之後開設一家教育顧問
公司，指導在英國各地留學的
外籍學生。
史托優自 1981 年成為社
員至今，曾擔任英愛國際扶輪社長。他也曾擔任
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委員會委員及主委、及地區
總監。他創立坦尚尼亞扶輪社員根除瘧疾組織以
及扶輪社員根除瘧疾行動團體，他也是齋普爾義
肢計畫的受託人。
他曾籌辦在羅馬尼亞、坦尚尼亞、迦納、
保加利亞、烏干達、馬拉威、及貝寧的扶輪青年
服務團計畫。
史托優和夫人前地區總監瑪欣 Maxine 是多
次捐獻保羅‧哈理斯之友、扶輪基金會的捐助
人、巨額捐獻人、及遺贈會會員。他曾獲得超我
服務獎、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獎，也曾擔任
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

楊克 Gregory F. Yank
美國伊利諾州歐法倫 (O' Fallon) 扶輪社

楊克是 6 家中小型企業
的商業培訓講師。他擔任醫
療保健業的主管及領導職務
達 25 年， 曾 兩 度 出 任 醫 院
執行長及一個天主教醫療體
系的理事長。楊克曾任商業
培訓／同儕顧問團加盟組織
「另類董事會」的所有人達 11 年。他是楊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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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及引導服務公司的負責人，專長商業培訓、策
略、引導、策略管理、及董事會發展及教育
楊克在社區十分活躍。他是都會東區公園
及娛樂分區委員會委員，聖路易的尼爾森醫療保
健團的顧問團成員、歐法倫 - 士羅商會理事及該
商會策略規劃委員會主委。
楊克自 1978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 30
及 31 地帶的扶輪研習會主委、國際扶輪訓練領
導人、社員協調人、及兩屆地區總監。他曾至馬
拉威、厄瓜多、印度、及貝里斯辦理扶輪計畫。
楊克曾獲得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他和夫
人前地區總監凱薩林 Catherine 都是巨額基金捐
獻人及阿奇‧柯藍夫會、保羅‧哈理斯會、及遺
贈會的會員。

桑納迪 Paulo Augusto Zanardi
巴西庫里奇巴 - 工業城 (Curitiba-Cidade
Industrial) 扶輪社

桑 納 迪 自 1984 年 起 擔
任薩羅格物流運輸公司的
董 事 長。 他 也 是 一 間 名 為
「WS 巴西科技創新」的地
球物理公司的董事。
桑 納 迪 自 1988 年 成 為
社員，曾擔任國際扶輪社長
代表、地帶協調人、扶輪基金會前受獎人協調
人、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巴西全國顧問、地
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立法會議代表、國際扶輪
訓練領導人、及地區總監。
桑納迪曾獲得扶輪基金會的有功服務獎及
特優服務獎。他與夫人露麗 Luly 是扶輪基金會
的捐助人及巨額捐獻人。

保管委員
朗伯騰 Ron D. Burton
2017-18 年度保管委員會主委當選人

雷文壯 K.R. Ravindran

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諾曼 (Norman) 扶輪社

雷文壯是一家公開上市的
印刷、包裝及印前媒體解決方
案公司 Printcare PLC 的創辦人
及執行長。這家公司是全世界
最大的茶包包裝製造商，以卓
越表現榮獲斯里蘭卡及國外許
多獎項。雷文壯也擔任斯里蘭卡及印度其他數家
公司及慈善信託機構的董事。他是斯里蘭卡反毒
品協會（他的扶輪社的計畫）的創會會長，這個
協會在斯里蘭卡此類機構中規模最大。
雷文壯自 1973 年成為社員至今，曾擔任國
際扶輪社長、財務長、理事，以及扶輪基金會保
管委員。雷文壯擔任斯里蘭卡根除小兒痲痹等疾
病計畫主委期間，曾領導一個由政府、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及扶輪的代表所組成的特別工作小
組，在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密切合作之下，成功
與北部武裝民兵協議在全國免疫日期間停火。
2004 年，海嘯襲擊他的國家造成近 35,000 人死
亡之後，他擔任斯里蘭卡所有扶輪社所贊助的
「學校復甦計畫」主委，以 12,000 美元的經費，
新建 25 所學校，嘉惠 15,000 名學生。2017 年，
該國政府頒贈斯里蘭卡寶石勳章給他。

朗伯騰在 2007 年退休前
擔任奧克拉荷馬大學基金會會
長。他是美國律師協會及奧克
拉荷馬州克里夫蘭郡律師協會
會員，可在奧克拉荷馬州及美
國最高法院執業。他是諾曼公
立學校基金會的創辦人暨前會
長，也是諾曼社區基金會的前理事。
伯騰自 1979 年加入扶輪，曾擔任國際扶輪
社長、理事、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及副主委、國
際扶輪理事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國際扶輪社長隨
扈、委員會的副主委及主委、特別工作小組委
員、以及國際扶輪講習會的分組討論領導人、助
理主持人及主持人。他曾經是地域扶輪基金會協
調人、永久基金全國顧問，並擔任過地域扶輪基
金會協調人訓練研習會的助理主持人及主持人。
他曾獲得國際扶輪超我服務獎，也曾獲得
扶輪基金會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獎以及為無小
兒痲痹世界國際服務獎。

柯雷西 Brenda M. Cressey
美國加州帕索羅伯斯 (Paso Robles) 扶輪社

柯雷西是美國緬因州一間
電信公司「辦公室支援系統」
的執行長。她曾擔任許多民間
組織的義工職務，例如美國癌
症學會。
柯 雷 西 自 1989 年 成 為 社
員，曾擔任地域社員及扶輪基
金會協調人及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訓練會主持
人、捐贈基金巨額捐獻顧問、立法會議代表、國
際扶輪社長代表、2012 年國際講習會執行委員會
委員及共同主持人、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及地
區總監。柯雷西是扶輪超我服務獎及扶輪基金會
的有功服務獎及特優服務獎得獎人。她與夫婿迪
克 Dick 都是巨額捐獻人、遺贈會及保羅‧哈理斯
會的會員，最近入會成為阿奇‧柯藍夫會會員。

斯里蘭卡可倫坡 (Colombo) 扶輪社

韋柏 Michael F. Webb
英格蘭孟迪普 (Mendip) 扶輪社

韋柏是英格蘭及威爾斯認
證會計師協會會員，也是英格
蘭西南部維爾斯市一家會計師
事務所的資深合夥人。他也參
與當地及全國許多慈善及運動
組織，擔任財務長及受託人。
韋柏自 1976 年成為社員至今，
曾擔任國際扶輪理事、國際扶輪社長代表、委員
會委員及主委、2016 年立法會議及決議會議的
副主委、國際扶輪訓練領導人、及地區總監。他
曾擔任英愛國際扶輪的財務長及社長。韋柏和夫
人艾麗森 Alison 是巨額捐獻人及保羅‧哈理斯
之友，他也是遺贈會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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