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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週刊   第 三十一二卷 第一期  中華民國 100 年 07 月 13 日  出刊   
 

例      會      通      知 
 

第 1554 次例會通知 第 1555 次例會通知 

1. 時間:100 年 7 月 7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 

扶輪資訊分享(STAR 會議及準社

員試辦計畫)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1. 時間:100 年 7 月 14 日(星期四) 

18：30 用餐聯誼；19：00 開會 

2. 地點:本社社館 

3. 節目： 

彰化縣第一分區助理總 

監、副秘書長蒞訪 

4. 請各位社友準時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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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      期      活      動 
07/21 四 1556 「策略計劃」研討會議 2；總監公訪事前討論；結婚紀念日聯誼

07/23 六  社友 廖建洋 TUBE 千金，『三琳俏妞』台中開幕 

07/28 四 1557 3460 地區總監賢伉儷暨總監團隊公式訪問 

08/04 四 1558 例會；理監事會議 

 
 
 

 
 
發文日期：2011年6月29日 發文字號：裕籌字第021號 
主 旨： 請各社踴躍推薦2012-13年度『扶輪大使獎學金』候選學生之申請 
 事宜，詳見說明，請查照。 
說明： 

1. 依TRF/RI 2012-13年度親善大使獎學金之申請規定辦理。  

2. 目的、資格、應準備資料、履行責任、義務及相關規定，申請表均有記 

 載，請申請人務必詳讀。  

3. 身份以戶籍地在3460地區內之苗栗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之符合 

 資格者。  

4. 名額：貳名；每名壹學年獎學金為美金27,000美元。  

5. 學習期限：壹個學年，必頇對社員（含非社員）聽眾，發表10-15場次 

公開演講 (或學習心得報告)，附於學成報告書內提交TRF。 

5. 申請處：3460區各扶輪社。各推薦扶輪社應檢附面試評鑑表及申請書完 

整文件（備查）。資料不完整者，視為無效，不予受理。  

7. 日期規定：  

各社受理申請 
總監辦事處 

收到截止日期 
面試日期 RI截止日期 

即日起至

2011.8.19 

2011.8.19 (五) 

逾期以失效論 

2011.9.10(六

) 上午10時 

2011.9.30(五)以前

(地區將準時送達) 

 



彰化中區扶輪社 3 
 

8. 面試地點：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會館 

9. 注意事項：  

(1) 候選學生請當日上午9：00報到並抽取面試順序號碼 

(2) 申請者必頇親自參加，未依時到達者，以棄權論 

(3) 總監辦事處將不再個別另行通知 

10.其他規定，悉以TRF/RI記載者為準。 

 

發文日期： 2011年07月01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001號 
主 旨： 為增進各社社務服務之節目優質計畫，敬邀各社菁英領導人不吝 

 提供寶貴的知識、經驗、專業、心得或開放您的職場分享扶輪， 
 以便建立地區節目人才及職業參觀標的檔案。 

說明： 

一、透過我們的職業服務工作才能成為扶輪的聲音，並以吸引有資格的人加入。 

二、檢附「節目人才/職場參觀」資料表，敬請邀約貴社菁英領導人即予惠 

 填，以便及早建檔分發運用。  

三、感謝為扶輪服務並分享扶輪，請於7月31日前賜函總監辦事處，我們將建 

 立檔案分享各社，增進節目豐富精緻化。  

 

發文日期： 2011 年 07 月 04 日  發文字號：裕總字第 002 號 
主 旨：函文通知參加「2012年RI曼谷世界年會說明會議」，詳見說明，請 

查照。 
說明： 
1. 本地區為鼓勵各社參加 2012 年 RI 曼谷世界年會，並充分瞭解上網報 

名作業細節，預訂於下列時、地舉辦說明會： 
 (1)時間：民國 100 年 7 月 14 日(星期四)上午 10：00。 
 (2)地點：麗明營造-敬業樂群大樓（台中市西屯區府會園道 169 號地下室)。 

2. 會議中特別邀請服務計劃委員會副主委 PP Eyes（台中台美社）為各位 

示範如何上網報名參加世界年會。 

3. 請  貴社選派一位 RI 曼谷世界年會籌備主委及幹事一同準時出席，以

利推動相關事宜為禱。 
4. 隨函檢附出席調查回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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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中區扶輪社第 32 屆第一次理事會議 
一、 時間：100 年 7 月 7 日(星期四)下午 8：00 

二、 地點：本社社館 

三、 出席：吳偉立、吳逢誌、林源祥、林伯龍、金學宏、蔡元森、洪銘辰 

四、 請假：廖建洋、鄭榮進、趙志能 

五、 主席：社長 吳偉立     紀錄：執行秘書鄭絜滎 

六、 討論提案 

1. 案由：第 31、32 屆聯合理(監)事會議，決議事項提請通過案。 

議決：照案通過。 

2. 案由：年度服務工作計劃、職務表、家庭懇談會分組表等提請通過案。 

並討論 STAR 計劃與行動辦法。 

議決：工作計畫請各主委詳細了解並修改；懇談會舉行日期請於 1 個 

 半月前通知，本次由第二組先行舉辦；STAR 會議活動辦法請 

 DOCTOR 協助擬定辦理。 

3. 案由：11-12 年度社友年度收費案(含紅箱)。 

議決：現有社友 65,000 元/年；免計出席社友約 32,700 元/年；新社 

 友以不收費超過 55,000 元/年為準則。 

4. 案由：代理社長(副社長)人選討論案。 

議決：請林伯龍、金學宏、林源祥、蔡元森等社友輪流代職。 

5. 案由：社館戶籍過戶事宜討論案。 

議決：維持原況、暫不改變。 

6. 案由：年度保羅哈里斯之友推薦及社內補助得獎者金額案。 

議決：社長 1,500 美元；林源祥、林伯龍、金學宏、蔡元森、吳逢誌 

 各 100 美元；保羅哈里斯之友為社長及蔡元森。 

7. 案由：本社授證 31 週年授證慶典籌劃事宜案。 

說明：A.時間：  B.地點： C.邀請參加聯合例會社：D.統一捐款： 

 E 有無紀念品：  F 寄送邀請卡：    G 節目、授證特刊製作： 

 議決：留至下次理監事會議再行討論。 

8. 案由:年度總監公式訪問日期 7 月 28 日（星期四）討論案。 

說明：A-時間：7月 28 日(星期四)公式訪問本社，當日行程如下： 

 時間 會議程序 應出席社友 
A 5：30~6：00 社、祕座談會 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B 6：00~6：30 社領導團隊座談會 六大服務主委 
C 6：30~7：00 餐敘 全體社友及夫人 
D 7：00~8：00 例會 全體社友及夫人 
 B-地點：本社社館     C-訂餐：委由膳食主委訂便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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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社友服裝：正裝，請繫區總監贈送之領帶 

  E-禮品：總監夫人部分委由內輪會接待。 

議決: 禮品部分贈送中區社社旗及授證 30 週年紀念品。 

9. 案由:年度理監事開會時間及餐費事宜案 

議決：每三個月在外召開一次；9、12、6月份在彰化；3 月在台中； 

 餐費部分收取 2,000 元/人，不足部分再收取。 

10. 案由:年度暑期自強活動及職業觀摩討論案 

 議決：請服務主委於下周例會提出討論。 

11. 案由:彰化松柏扶輪社邀請本社於 8月 20 日(星期六)參加授證慶典聯 

 合例會；本社擬變更 8月 18 日(星期四)之例會配合案。 

 議決：全數配合通過。 

七、 臨時動議： 

1. 日本南陵姊妹社社長來社蒞訪接待及接送等相關費用，提請社友共同

分攤討論案。 

八、 散會 

         

           活   動   照   片   分   享 
 

第1553次例會-交接暨迎新餐會(100.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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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54次例會-例會、「策略計劃」研討會議 (10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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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爾揚‧潘乃傑 1942 年生於加爾各達，1964 年畢業於

卡瑞普省印度科技學院獲得化學工程學位，稍早曾在諾貝爾

桂冠詩人泰戈爾設立的國際大學 Vishwa Bharati 及瓜里奧

的辛地亞學校讀過書。 

他是印度最大的農業用化學製造商聯磷有限公司及聯

磷農業有限公司的董事及孟加拉聯碼有限公司董事長。 

他住在孟買北方 160 公里的古拉加省 Gujarat 瓦皮市 Vapi；曾對該地發展為

印度最大的工業資產貢獻良多，為此一工業城鎮幫忙提供健康照護及教育的基礎設

施。 

葛爾揚‧潘乃傑自 1972 年起即加入瓦皮扶輪社 RC Vapi 社員，1975-76 年間

擔任瓦皮扶輪社社長。 

 

潘乃傑於 1980-81 年間擔任扶輪 306 地區總監。 

他曾任國際扶輪1995-97年亞洲第5及第6地帶理事及1997-98年度扶貧救飢

特別工作小組總協調人，該小組是扶輪開始辦理捐贈低成本住屋計畫的先驅。 

他曾在 2001-2005 年擔任扶輪基金會保管委員。扶輪基金會是全世界最大的慈

善基金會之一，以教育、服務及和平為工作焦點。他榮獲提名為 2011-12 年度國際

扶輪社長。 

他曾任國際扶輪的國際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委員會委員及扶輪援助非洲計畫

委員會委員。 

他曾服務過的機構包括楊揚丹高中、哈瑞亞扶輪醫院、羅斐爾商業及藝術學

院、白陀古拉加地中級技術學校都是瓦皮扶輪社辦理的眾多永久計畫。這些計畫改

變了此一古加拉省南部工業城鎮的社會結構。瓦皮扶輪社及其信託基金也經營一所

科學大學、一所藥學大學、透過數所大學為古加拉學生辦理的 MCA 課程及 MBA 課程。

潘乃傑曾密切參與這些學校與課程的籌辦與經營。 

他也曾參與當地社區及其他地方的活動。包括美國化學協會會員、印度化工學

會會員、國際大學評議會委員。他曾在 2001 年兩任瓦皮工業協會會長，現在是印

度工業聯盟古拉加分會前會長。他是賈義研究基金會及扶輪人道信託基金等數個信

託基金的保管委員。 

潘乃傑喜好閱讀並且熱愛為兒童以及與兒童工作。他與夫人畢諾妲 Binota 同

樣嗜好瑜珈、運動與散步。 

潘乃傑的夫人畢諾妲是一位社會工作人員及內輪會會員。他們伉儷育有兩名子

女。兒子坎尼錫加 Kanishka 是一名化學工程師，專長環境管理，目前居住在澳洲

雪梨。女兒璐瑪 Ruma 已完成 MBA 課程，目前與職業為資訊科技工程師的丈夫居住

在加拿大。他們有四名孫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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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 ADDRESS 

437 台灣台中市大甲區中山路一段 1193-3 號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1952 年 2 月 9 日 

夫人 SPOUSE 

鄭祝治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台灣台中縣大甲鎮 
 
教育背景 EDUCATION 

 1993-1997 

中國醫藥大學藥物化學研究所 博士 

 1987-1990 

中國醫藥大學藥物化學研究所碩士 

 1976-1980 

中國醫藥大學藥學系 學士 

 2005 

獲頒行政院傑出科技榮譽獎 

曾任職務 FORMER CAREER 

 2004-2005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1991-2005 

永信藥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理  

 1978-2004 

永日化學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現任職務 CURRENT CAREER 

 百歐仕科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兼總經理 

 永信李天德醫藥基金會董事長 

 永信社會福利基金會董事 

扶輪經歷 ROTARY EXPERIENCES 

 2010-11 (3460 地區總監當選人)  

 2009-10 (3460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04-05 (3460 地區助理總監)  

 2002-03 (台中縣第四分區助理總監) 

 2000-01 (3460 扶輪地區區年會主席) 

 1989-90 (理事、社長)  

 1985-1986 (創社社友、糾察)  

 



 

 

 

 

  
                

所屬社：鹿港東區扶輪社 
現職：金可眼鏡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職業分類：光學製品 

扶輪經歷：2005年10月12日成為鹿港東區扶輪社創社社長 

2005-2006 年度→社長 

2006-2007 年度→社長 

2007-2008 年度→理事、扶輪知識 

 主委、友好社主委 

2008-2009 年度→理事、友好社主 

 委、巨額捐獻主委 

2009-2010 年度→國際服務主委 

 、巨額捐獻主委 

2010-2011 年度→理事、保羅哈里 

 斯之友主委、巨額捐 

 獻主委、國際姊妹社 

 推薦主委 

  
                

所屬社：鹿港東區扶輪社 
現  職 ：上福食品有限公司 
職業分類：食品業 

扶輪經歷： 
2005-2006年度→第一副社長、社務 

 服務主委 

2006-2007年度→第一副社長、社務 

 服務主委 

2007-2008年度→社長 

2008-2009年度→理事、姊妹社主委 

2009-2010年度→財務、高爾夫球主委 

2010-2011年度→糾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