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PP Six：：：： 
 本週日花蓮地區扶輪隊創隊 25週年隊長盃比賽，奬品豐富歡迎
各位隊友一起來打球、吃飯。 

PP EN：：：： 
 前幾天到台北在羅東遇到 Young總監及 PP Camera，因此我搭
了免費的車子，當天總監並沒提及要我認捐巨額，是執秘打電

話說：「我差美金$6800，就可以成為巨額捐獻人。」12屆加
入港區社至今，奉獻在社裡已超過 1000萬，今年要支持 DG 
Young本人同意認捐 1個巨額。 

Hotel：：：： 
 昨天感謝社長及社友蒞臨小女的婚宴，增添光彩，本人 IOU 
$10,000元。另外，本人以內人的名譽認捐 1顆保羅哈里斯。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Noodles 

施易男先生施易男先生施易男先生施易男先生～～～～藝界人生藝界人生藝界人生藝界人生    光明恆生光明恆生光明恆生光明恆生～～～～     
社會需要一股正面的力量，尤其在新聞媒體都是負面的情況

下，15歲就出道，當時在演藝圈工作被教導形象要好，要做人的
榜樣。但是現在的社會正面是郵票，負面都是頭條。我記得有個

我尊敬的記者說：「我太正面了，不知道要如何寫我，問我有沒

有要爆料」。回去後，難過了 3天，我頓誤「我不需要隨波逐流，
不需要版面多大」，因為當社會正面變成負面時，我們要思考要

如何聚集這些正面的力量，持續下去。我告訴我自己要做自己想

要做的事：開始學室內設計、考烘焙，然後心有餘力可以做些愛

心。社會一定要正面的力量且堅持下去，現在很辛苦，公益大家

不報導，看了令人辛酸。我覺得扶輪社都是臥虎藏龍，大家的信

念都是良善，希望聚集力量做對的事情，把善的種子散撥出去。 
我目前有一部戲將於今晚 10:00於大愛台撥出，我飾演一個眼

盲還很有能力去幫助人的角色，我在戲裡皮膚塗黑，並瘦了 6公
斤，也裝了暴牙，大家看這個戲可能會認不出是我，這是真人真

事的一齣戲。感謝老天爺讓我從事演員，體驗不同人生：醫師、

設計師、烘焙師，也因在烘焙培養出興趣，然後考了證照，並將

於 9月底開網路甜點店。從事傳播業就是要將好的傳播出去，希

望與大家共勉之。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 Elephant：：：：如何參加扶輪社結合正向力量如何參加扶輪社結合正向力量如何參加扶輪社結合正向力量如何參加扶輪社結合正向力量，，，，將將將將善良結合在一善良結合在一善良結合在一善良結合在一

起起起起，，，，我今年年度我今年年度我今年年度我今年年度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計畫計畫計畫計畫－－－－扶輪幸福米扶輪幸福米扶輪幸福米扶輪幸福米，，，，做了做了做了做了 2 個標竿個標竿個標竿個標竿＂＂＂＂農為天農為天農為天農為天

下之大本下之大本下之大本下之大本，，，，扶輪是公益先鋒扶輪是公益先鋒扶輪是公益先鋒扶輪是公益先鋒＂。＂。＂。＂。扶輪人有不同的想法扶輪人有不同的想法扶輪人有不同的想法扶輪人有不同的想法，，，，如何發揮如何發揮如何發揮如何發揮

自己有限的力量自己有限的力量自己有限的力量自己有限的力量，，，，團結起來推動社會往團結起來推動社會往團結起來推動社會往團結起來推動社會往”善善善善”前進的力量前進的力量前進的力量前進的力量。。。。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江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 
黃安宏、吳國璽 
汪稚洋、余國基 
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 
吳忠友 

               
 
社     長：江躍辰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戴延宗 
秘     書：陳勉志 
財  務 長：黃安宏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兄弟主委：劉悟民 
膳食主委：許振堂 
節目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李經商 
公共形象 
主    委 ：吳開陽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黃仁宏 
服務計畫 
主     委：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行政管理 
主    委 ：戴延宗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通訊處:花蓮市商校街2  

       號9樓之6 

電話:03-8322086 

傳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第第第第 1851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暨女賓夕 暨暨暨暨 

中秋聯歡晚會中秋聯歡晚會中秋聯歡晚會中秋聯歡晚會＆＆＆＆慶祝前社長蕭慶祝前社長蕭慶祝前社長蕭慶祝前社長蕭
崎昌崎昌崎昌崎昌 80 大壽大壽大壽大壽程序程序程序程序 

1. 聯誼時間 
A.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B. 頒發結婚週年禮金  
C. 頒發金榜題名禮金 
D. 頒發 RYE交換學生助學金 
E.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Sun 

2.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Mark 
B. 社長報告－Elephant 
C. 各委員會報告 

3. 社友時間 
4. 出席報告－出席主委 Paint 
5. 歡喜時間－糾察主委 PP Six 
6. 社長鳴鐘散會 
7. 餐敘暨節目時間 
  ～慶祝 PP Bernard 80大壽暨慶生會 

第第第第 1850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Sun 

 9月 15日清潔日活動，感謝各位參加的社友、寶眷及小扶輪。 
 9月 16日 Hotel女兒文定，場面溫馨、盛大，賓主盡歡，感謝
參加的社友、夫人及感謝內輪會於餐會會場的獻唱。 

 9月 17日上午 10:00於行政院老人之家本社與藝人施易男先生
舉辦關懷老人送愛心月餅的活動，感謝參與的社友及夫人及 PP 
Engine獻給老人的薩斯風表演。 

 姐妹社日本久留米北區扶輪社 35 週年授證慶典，邀請各位社
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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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 19日 Eric夫人生曰；9月 23日
Jeff 夫人生曰，祝他們生日快樂、永
遠青春美麗。 

 清潔日活動後，感謝 PP EN宴請大家
吃紅魽，第 2次家庭懇談會圓滿成功。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PP Ivan  

Regggg：：：：服務之道服務之道服務之道服務之道～～～～ 
扶輪的服務之道指的是扶輪宗旨的

四個部份：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社區服社區服社區服社區服

務務務務以及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 
雖然服務之道並未列入國際扶輪的

章程文件上，不過，許多扶輪社員卻採用

這個概念做為扶輪活動的主要範圍。 
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社務服務包含扶輪社員為了維持本

社順利運作必須進行的所有活動。 
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職業服務描述每位扶輪社員所具

備，將本身職業的尊嚴與價值展現給其他

社友的機會；以及每個扶輪社擔負起與生

涯規劃、職業訓練等計畫有關的責任；並

且，在工作場所推動高度道德標準。 
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社區服務是指扶輪社員著手改善其

社區生活品質的種種活動，通常包括協助

青少年、老年、殘障者及其他視扶輪為更

佳生活指望的人。 
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國際服務描述扶輪社員進行的諸多

計畫與活動，以促進國際間的了解、善意

與和平。許多國際服務計畫的設計，都是

因應開發中國家的人道需求或是提供災

難後救濟與復原。 
扶輪社員在了解並踏上四服務大道

後，扶輪宗旨便能展現更大的意義。 
【譯註：在 2010年的「國際扶輪程序手
冊」中，扶輪社標準章程第 5章已更新為
五大服務。第五項服務為：新世代服務新世代服務新世代服務新世代服務是

認識青少年及年輕人透過領導技能發展

活動、參與社區及國際服務計畫以及參與

增進與促成世界和平與文化了解的交換

計畫，而實行的正面改變。包含的具體項

目有：扶輪青年服務團、扶輪少年服務

團、青少年交換學生、扶輪青年領袖獎研

習會等】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Mark   

3490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第第第 2012102號函號函號函號函～2012年雪蘭莪地
帶研習會訂於 2012年 11月 16日至

11月 18日假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

3490地區將不籌組團隊，有意願參加

之社員及寶眷，請自行前往參加。欲

參加之社友可自行於雪蘭莪扶輪地帶

研習會官方註冊網站註冊及繳交註冊

費或將註冊表傳至地區辦公室代為註

冊。 
 第第第第 2012103號函號函號函號函～花蓮縣第一、

二分區各扶輪社，共同舉辦「關懷

學童 送愛到秀林」捐贈活動，已於

2012年 8月 20日圓滿完成，總經費

共計 286,210元。並於 8月 25日花蓮

第一、二分區 2012-13年度第二次社

秘會中，決議花蓮地區聯合辦理捐款

辦法～每社每一社友 900元捐款，請

配合於 9月 20日前完成匯款。 
 第第第第 2012105號函號函號函號函～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為獎勵優秀清寒學生，提供

一名國際青少年交換學生赴國外

交換訪問，派遣期間 2013年 8月
～2014年 7月，請各社推薦適當

人選一名，俾利甄選。 
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各社來函～～～～    

 花蓮社來函，2012年9月21日(五)原中
午舉行之第2627次例會為配合舉行中

秋聯歡晚會，變更至9月22日(六)下午

5時30分整；地點：花蓮翰品酒店。 
本社下週一本社下週一本社下週一本社下週一 9月月月月 24的例會配合中秋聯歡的例會配合中秋聯歡的例會配合中秋聯歡的例會配合中秋聯歡

晚會暨晚會暨晚會暨晚會暨 PP Bernard 80大壽祝壽餐會大壽祝壽餐會大壽祝壽餐會大壽祝壽餐會，，，，變變變變

更至更至更至更至 9 月月月月 29日日日日(六六六六))))。。。。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Elephant 

 社裡非常的興旺，生力軍源源不絕感

謝社員主委 Yo chih及社員擴展主委

Hollywood。還要感謝協助公共看版設

置的社友：Mark 製作看版及 PP 
Hegar、Cab提供設置位置。 

 今天早上剛好我佛光大學的同學施易

男到花蓮做參訪的旅遊，感謝 Yo chih
的安排於東部老人之家捐贈月餅，有

些是施先生親手製作（曾因教殘障同

學製作西點的公益節目，而對製作西

點有興趣並已獲丙級烘焙師執照），

一部份是 Kuo chi提供，感謝宗泰食

品的支持。 
 在扶輪基金主委 PP Telephone的領導
目前已有 12 位社友參與扶輪基金捐

獻，本人為了報答各位，願支持巨額

捐獻。今年我們是總監社為了對

Young總監的支持，在基金捐獻上一

定要有實際的表現。 
 歡迎今天的貴賓蒞臨本社的例會。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PP Engine 
 最近的媒體對港區社特別愛戴，

感謝公共形象副主委 PP Hegar及
去年的公共形象主委 Yo chih。總

而言之是社長特別的媚力。  
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主委主委主委主委：：：：PP Toein 

 星期六的清潔日活動感謝各位社

友的參與。  
 原訂 9月份舉行的釣魚活動，預

計延至 11月份。  
社員社員社員社員主委主委主委主委：：：：Yo chih 

 謝謝 PP Jason、Noodles及
Hollywood推薦新生力軍。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委：：：：PP Telephone 
 針對 9月初參加的扶輪基金研習

會，今天特地將精彩片段向大家

報告，當天在會場總監特別表揚

社長，在上任前就準備好了很多

工作－成立扶少團及幸福米計

畫。社長的努力大家看的到，扶

輪基金也是他在上任前與我溝

通，規劃扶輪基金捐獻 6位支持

總監。但總監因在公式訪問時 PHF

的推廣相當順利，北部就有約

700顆保羅哈里斯的捐獻，本年

扶輪基金主委對本地區的預算捐

獻金額是美金 100萬。每個社約

負擔 13個，因此總監社以 20-30
個為目標，總監私底下邀請社友

支持，他的認真在 3年以後的
DDF 款就有相當多可以運用，對

港區社以後要做社會服務也有很

多籌碼，感謝社友對總監的支

持，大家一起來完成光榮的事

情。社友若還有熱情，歡迎一起

來樂捐，一起做快樂的扶輪人。 

 
施易男先生分享～藝界人生 

 
社長致贈社旗 

貴賓貴賓貴賓貴賓～～～～黃明健黃明健黃明健黃明健先生先生先生先生：：：： 
本人從事鋁門窗，第一次來到社團

感到很溫馨，希望各位多多提攜。 

貴賓貴賓貴賓貴賓～～～～洪啟哲先生洪啟哲先生洪啟哲先生洪啟哲先生：：：： 
本人經營麥田麵工坊，做麵條至今

沒有時間加入社團組織，今天透過

社友的介紹跨出第一步，希望各位

先進多多指教。 



金榜題名金榜題名金榜題名金榜題名    

☆☆☆☆大學大學大學大學：：：： 

林暐荏 (PP Toein公子) 中華技術學院航空機械系 
吳音儒 (PP Engine女兒) 大同技術學院-婚禮企劃與設計系 
吳治瑋 (IPP Lunch公子) 聖約翰科技大學資訊通信學系 
陳瑞良 (Mark公子) 東吳大學物理系 
林建安 (Civil 公子) 淡江大學建築系 
余俊逸 (Kuo chi公子) 明新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林育丞 (Yo chih公子)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黃鼎富 (Paint公子) 台灣科技大學建築系 
林文欽 (Reg公子) 中興大學電機系 
黃宇綸 (Water公子) 文化大學地質研究系 

☆☆☆☆高中高中高中高中：：：： 

李姿萱 (Sun女兒) 花蓮女中 
汪宜潔 (Genius女兒) 海星高中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幽默的阿嬤幽默的阿嬤幽默的阿嬤幽默的阿嬤】】】】 

老人家走掉了（去世）因為是採用公祭的方式，所以就先冰凍起

來。那時天氣很熱，就有解凍後的水珠出現在身上，小孫子在旁

邊看到，很緊張的大叫：「阿嬤，阿嬤，阿公在流汗耶……」 
 阿嬤跟他回答說：「噓 阿公第一次死掉很緊張！」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江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 
黃安宏、吳國璽 
汪稚洋、余國基 
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 
吳忠友 

               
 
社     長：江躍辰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戴延宗 
秘     書：陳勉志 
財  務 長：黃安宏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兄弟主委：劉悟民 
膳食主委：許振堂 
節目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李經商 
公共形象 
主    委 ：吳開陽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黃仁宏 
服務計畫 
主     委：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行政管理 
主    委 ：戴延宗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通訊處:花蓮市商校街2  

       號9樓之6 

電話:03-8322086 

傳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AD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4人 Morinaga、Aoba、Hegar、EN 
出席人數 27人  

補出席 6人 
Young、Camera、Lunch、Ceiling、Eagle、
Doson 

缺席人數 8人 
Luke、Civil、House、Paint、Golf、Jeff、
Art、Tom 

出席率 80.5％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PP Six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33,600元元元元【【【【IOU$33,300元元元元；；；；現金現金現金現金$300元元元元】】】】 
備註備註備註備註：：：： 
1. Hotel$10,000元 
2. 統一糾察【社長$1,500元（含買時間）；副社長、地區總監各

$1,000元；秘書$800元；社友各$500元（含未出席）】。 

2012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年國際扶輪3490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地區花蓮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二分區聯合運動會聯合運動會聯合運動會聯合運動會 
活動日期：2012年11月11日(星期日) 活動地點：中華國小。     

活動名稱／聯合運動、新品義賣、活動攝影大賽 

活動主題／以聯合運動會促進身心健康，增進各社員、寶眷之團結情誼。

透過二手新品義賣活動環保愛地球，同時發揮愛心幫助弱勢。藉由當日

攝影大賽，完整紀錄本活動，並付印成冊以資紀念。 

活動辦法： 

一、 聯合運動：邀請全體社友、夫人及寶眷參加。 

二、 新品義賣： 

1. 每社兩個攤位，合計責任額壹萬元。 

2. 義賣之二手新品，以未使用為原則。 

3. 閉幕典禮時，由各社社長報告義賣成果。 

4. 由第一、二分區助理總監轉交總監，專款專用。 

5. 邀請西、中、牙、藥師公會提供醫療諮詢。 

三、 活動攝影大賽： 

1. 社友或專業人士攝影，以社為單位。 

2. 各社於社內會議時先行討論，擇優參賽。 

3. 按範例所示自行編碼，每社合計 15 張。 

4. 各社於一週內交付主辦社並編印成冊。 

5. 由社秘會議以社為單位，評選前三名及優勝社。 

6. 請總監頒發獎狀以資鼓勵。 ～截錄至花蓮分區社秘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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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浴愛河�� 
☆☆☆☆Afuku伉儷伉儷伉儷伉儷～～～～62/9/3 

☆☆☆☆Hollywood伉儷伉儷伉儷伉儷～～～～78/9/13 

��生日快樂�� 
☆☆☆☆PP Toein～～～～9/5   ☆☆☆☆Paint～～～～9/5 

☆☆☆☆IPP Lunch～～～～9/8   ☆☆☆☆PP Six～～～～9/10 

☆☆☆☆ML夫人夫人夫人夫人～～～～9/10   ☆☆☆☆Eric夫人夫人夫人夫人～～～～9/19 

☆☆☆☆Jeff夫人夫人夫人夫人～～～～9/23   ☆☆☆☆Hotel～～～～9/25 



成功企業家的典範成功企業家的典範成功企業家的典範成功企業家的典範    名士派的長者名士派的長者名士派的長者名士派的長者    永遠的扶輪人永遠的扶輪人永遠的扶輪人永遠的扶輪人 

蕭崎昌蕭崎昌蕭崎昌蕭崎昌 PP Bernard 先生奮鬥史先生奮鬥史先生奮鬥史先生奮鬥史 

Bernard口述/撰稿人：前社友 PP Chance 

＂＂＂＂真正的卓越是能回饋真正的卓越是能回饋真正的卓越是能回饋真正的卓越是能回饋，，，，回饋之前先要卓越回饋之前先要卓越回饋之前先要卓越回饋之前先要卓越，，，，    

卓越的要件為成功卓越的要件為成功卓越的要件為成功卓越的要件為成功，，，，成功是由獨立開始成功是由獨立開始成功是由獨立開始成功是由獨立開始”     
這是我一直以來秉持的信念，此信念讓我不論遇到任何困難都能堅持下去，也

讓我決不低頭，因為獨立是一切的開始。 
身為家中長子的我出生於日據時代，在當時物資缺乏、經濟蕭條，任何人的生

活都苦。加上兵荒馬亂，常常要躲避空襲，更是苦不堪言。記得當時上學是打著赤
腳走路到學校，這種情況下許多人都放棄求學或是家中無法供其繼續讀書因而輟
學，我則堅持繼續上學，雖然只讀了四年多小學，其餘則空襲躲在防空洞中。但是
我仍然考上羅東初中，完成學業後再奮力考上羅東高中，並順利畢業，成為我們馬
賽村一百多戶人家中，第一位高中畢業生。因此學校校長也來要我去當老師，漁會
要我去當職員，農會也要我去當櫃員……。可是我卻選擇到碎石公司工作學習經
驗，也造成今天我靠山吃山，一輩子與石頭解不開的關係。 

萬豐化工廠在我進入工作三年後，竟然倒閉了！沒想到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就
遇到公司倒閉，也因此讓我更警惕，將來經營公司時要更小心，若不按部就班、實
實在在，公司很可能經營不善面臨倒閉的命運。 

萬豐公司收起來之後，由於工作關係，在壓製石粉的相關公司也結識不少人，
瞭解到石粉、石粒等製品皆使用稻草袋包裝成一袋一袋運送，所以開始到處收購稻
草袋，也收購乾稻草，全家總動員編織稻草袋，然後再賣給需要的石粉、石粒工廠。
就在這一買一賣間加上辛勤工作，銷量大增也賺到不少錢，記得當時一般人辛苦工
作每月也只領七百元左右，我買賣稻草袋每月可淨賺一萬元，獲利不錯。這樣白天
工廠上班，晚上回家編草袋，辛苦工作八年之後，塑膠袋誕生了，石粉石粒廠紛紛
改用塑膠袋，這草袋的生意就迅速沒落了 

賺了錢第一個想到家人，改善家人的生活環境，於是在馬賽買自己的土地，蓋
了當地第一棟水泥洋房，四周都沒人蓋此種豪華樓房，獨立一棟很漂亮也很風光。 

成功企業家的特質是－不斷追求成長及突破，當然我也不因此自滿。很快地與
數位知己合資成立了現在的＂立祥工業公司＂從事石粉、石粒的製造，因為秉持腳
踏實地、勤儉堅持的原則，公司在大家胼手胝足、同心協力下，營運相當好，也有
很好的獲利。 

就在立祥成立數年後，表哥Marble竭力要我到花蓮投資他所成立的利東工礦
公司，由於對表哥的信任及尊敬，我毅然決然賣掉賺錢的立祥公司一半股票，投入
當時陷入危機的利東，換取百分之三十五股權。利東主要是製造石材及石板，當時
自己沒有加工廠，必需到處請他家工廠幫我們鋸石材及加工石板，蠻辛苦的。加上
剛搬到花蓮來時住在美侖國民住宅頂樓，沒有冷氣，夏天熱得受不了，睡不著，公
司營運又不順利，財務有大麻煩，若沒處理好可能面臨倒閉，致使血本無歸，在這
種環境及心理煎熬下，真是苦不堪言。 

還好立祥持續賺錢，我就拿立祥賺的錢來解決利東的財務危機，而後又成立＂
利東大理石工廠＂專責石材、石板的切割加工，不用再去求人，當然利東的營運也
漸漸上軌道，並且開始獲利，終於沒有血本無歸。 

更後來又因為對原立祥投產石粉、石粒的瞭解和對市場需求的預期，又成立了
和瑩碎石加工廠，直接設在礦場，並且提高品質擴大市場和產品用途。可以供給化
工用途，製造玻璃、碳酸鈣，甚至造紙用白化技術都用得到。 

由於我們重視商譽和信用，品質穩定，漸漸建立良好的口碑，因此一些大企業
如：台塑、台玻等都採用我們的產品，感到頗安慰，總算努力和堅持有些許代價。 

企業要永續經營，就要能因應環境與時勢的變化和市場的衝擊。這二十年來臺
灣經濟變化快速劇烈，鑑於此、立祥工業公司的老戰友們，毅然決定到廣東東莞設
廠，成立了「立茂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同時為了多角化經營，也併購一家在苗栗
三義的美商白煙工廠，成立「立安東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現在這些公司營運都已
經上軌道並開始有營餘，我們才比較安心。 

至於成為台灣電通的股東也是基於對朋友的信賴。記得 24年前，任職於台灣
廣告公司的胡同學告訴我台廣要改組，問我要不要投資？對廣告原本一竅不通，怎
麼可能投資廣告公司呢？當時我相信同學一定會為我著想，就算虧了也無所謂，於
是準備一百萬，想說一百萬之內就算借同學不還都無所謂，何況投資。後來同學只
要我投資三十萬，獲得百分之十五股權，沒想到就這樣成了第三大股東。 

民國八十五年，日本第一大廣告公司日本電通，來台與我們台灣廣告公司合併
成立台灣電通公司。胡同學問我要不要賣掉股份？若賣掉可拿回本錢及數倍的獲
利。而我再次相信同學–問同學︰您賣我就賣，您留我就留。結果胡同學續任董事
長，我的股權降為百分之八，仍為台灣第三大股東。現在台灣電通也是獲利非常好
的一家公司。 

有這些機緣除了感謝表哥Marble及胡同學外，我想我容易相信人的憨厚個性
也為我帶來好運。回想起來真要感謝父母的教育，他們以真誠待人，做為我們的榜
樣，才讓我們有今天的小成就，謝謝！ 

事業有一些小成就後，我想應該要取之社會，用之社會，所以在民國六十六年
與數位事業有成，理念相同的社會菁英共同創立＂花蓮港區扶輪社＂期望透過正
統、行之有年的國際組織，從事社會服務的工作，如此才真正有意義可永遠延續下
去，確實達到服務的目的。 

我也很重視教育，社會上還是有許多不幸的家庭，他們的小孩沒法接受好的教
育，或得到好的生活環境。所以我也盡一己之力長期捐助＂家扶中心＂三十餘年，
希望能幫助改善貧童們的教育。同時我也長期贊助品學兼優的清寒同學，讓他們可
以專心學業不用為生活費擔心，期望真正的人才能有所發揮，不致『被金錢埋没』。
例如花蓮女中的胡同學，就讀花女三年共資助其十二萬，讓她順利完成學業，希望
她能再接再厲，更上一層樓。 

三十六年的扶輪社員期間，始終對教育特別關懷，累積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會，用於教育優秀人才的金額已超過百萬元，得到了「百萬功勞獎」，並且獲致 蕭
副總統萬長親自頒發的殊榮。 
從自身的獨立到卓越，然後推己及人的回饋奉獻，直到永續堅持。期能借一點個人
的生命歷程，引動社會向更美好的面向行進。 

     

年輕的 PP Bernar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