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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扶輪社友及各位扶輪家人：

我熱愛旅行！我甚至很享受從一地到另一地的平凡單調過程。可是去年我和我太太 Gay

經歷了一個會讓最樂天的旅人都很難保持樂觀的體驗。我們發現我們要等待 6小時，在一個

沒有預定前往的機場，在一個我們沒計畫還在路程上的日子，那天早上還在一個前一天晚上

之前都不曾聽聞的飯店醒來。這就是那樣的一天。

當我們在紐約市甘迺迪機場等候期間，我到

處走走看人。我們從航廈的一端走到另一端再折

返，看著每個候機門、每個目的地、每個等待班

機的人群。

每個候機門都自成一座人道島嶼。當我們

沿著機場大廳走，我們置身紐約，跟著人群的潮

水移動。可是當你轉向走到座位區，你便離開人

潮，在某座島嶼登陸。你就已經在德里、巴黎、

或特拉維夫。

我們剛開始散步時，我心想：「這麼多不同

的人，這麼多不同的國家，都匯集在一個地方。

這就跟扶輪一樣！」可是當我們走過一個個的登

機門，我明白了一件事。這跟扶輪完全不一樣。

因為這人潮中的每個人都朝向島嶼前進，而每座島嶼都自成孤島。要去台北的人可能會跟彼

此交談，可是他們不會跟前往開羅或拉哥斯的人說話。

把這點拿來和扶輪比較。扶輪讓我們可以與彼此相互連結，用深刻且有意義的方式，

跨越彼此的差異。扶輪讓我們與本來不會相識的人連結，他們跟我們的相似程度可能超過我

們的想像。扶輪讓我們與社區連結，連結到專業的機會，連結到需要我們協助的人。

連結就是讓扶輪經驗與在甘迺迪機場大廳散步迥然不同之處。在扶輪，我們沒有人是

島嶼。我們大家都一起在扶輪，無論我們是誰，無論我們來自何處，無論我們說哪種語言或

依循哪些傳統。我們都與彼此相連結在一起 我們的社區、我們扶輪社員，以及我們都隸

屬的地球村的成員。

這種連結就是扶輪經驗的核心所在。那是吸引我們到扶輪的要素。那是我們為何留下

來的原因。請與你的扶輪社友一起展開扶輪連結世界這個旅程。

梅隆尼Mark Daniel Maloney
國際扶輪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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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fellow Rotarians and members of the family of Rotary,

I love to travel! I even enjoy the mundane process of getting from here to there. But last year, my 
wife, Gay, and I had one of those experiences that would strain the optimism of even the most cheerful 
traveler. We found ourselves with six hours to wait, at an airport where we were not scheduled to be, 
on a day we had not planned still to be traveling, having woken up that morning at a hotel unknown 
to us the night before. It was one of those days.  

As we waited at John F. Kennedy International Airport 
in New York City, Gay and I took a walk to people watch. 
We went from one end of the terminal to the other and 
back, looking at every gate, every destination, every group 
of people waiting for their flights.

Each gate was its own island of humanity. When we 
walked down the center of the concourse, we were in 
New York, moving along with everyone in one river. But 
when you veered off into those seats, you left that cur-
rent and landed on an island. You were already in Delhi 
or Paris or Tel Aviv.

As we started our walk, I thought: “All these different 
people, all these different countries, all in one place. 
This is like Rotary!” But as we walked past gate after gate, I realized something. It was not like 
Rotary at all. Because everyone in that river was heading for an island. And every island stayed an 
island. The people heading to Taipei might be talking to one another, but they were not talking to 
the people heading to Cairo or Lagos. 

Contrast that with Rotary. Rotary allows us to connect with one another, in deep and meaningful 
ways, across our differences. It connects us with people we would never otherwise have met, who 
are more like us than we ever could have known. It connects us with our communities, to profes-
sional opportunities, and to the people who need our help.

Connection is what makes the experience of Rotary so very different from walking along that 
concourse at JFK Airport. In Rotary, none of us is an island. All of us are in Rotary together, whoever 
we are, wherever we are from, whatever language we speak or traditions we follow. We are all con-
nected to one another — part of our communities and members not only of our clubs, but also of 
the global community to which we all belong.

This connection is what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Rotary experience. It is what brings us to Rotary. It 
is why we stay. Please join your fellow Rotarians on this journey as 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

President’s message  

MARK DANIEL MALONEY
President, Rotary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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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各位扶輪社友！

很興奮有機會每個月能以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這個新角色跟各位談談。當我看著前一

年度扶輪基金會的精彩成果，我大為震撼。我們對世界正在發揮廣大、持續的影響。在不久的將

來，小兒痲痹將從地球上根除 都是拜各位之賜。

我把主委這個角色看成是我在高中籃球隊所打的位置。我是得分後衛。把球運過球場，確認

我的隊友在有空檔時拿到球是我的工作。我最開心的是莫過於看到他們射籃得分。

我打球的年代沒有「給個五」（擊掌）這種東西，但我想我會很樂意在隊友每次得分時「給

個五」。現在，我很渴望對各位「給個五」。想想看：各位可以做好多事對基金會「給個五」。

我一開始是讓我們黃家五名成員 我太太、三名子女、及我自己 都加入扶輪，並維持每年

都捐款給扶輪基金會。

現在，我們一起來看看在下一年度我們可以「給個五」幾次。無論你是開立 5張支票、多舉

辦 5場募款活動，找到 5名新捐獻者，或僅僅是多捐獻 5美元，每次的「給個五」都很重要。

今年，我打算把我的每個社群媒體網頁都填滿我在世界各地對扶輪基金會「給個五」，並呈

現那些讓我們更接近目標的慷慨人們的故事。加我為臉書好友 (@garyckhuang)，並分享你的故

事。大方去「給個五」。

讓我們達到我們的目標，並持續前進。扶輪社有很優秀的計畫 它們仰賴我們。世界的兒

童也在仰賴我們。就是現在 你有空檔！射籃！我們一起讓這一年成為基金會有史以來最棒的

一年。

黃其光

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會主委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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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ssage from The Foundation Chair

Ni hao, Rotarians!

I am so excite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communicate with you every month in my new role as chair 

of The Rotary Foundation Trustees. When I look at the amazing work that the Foundation has ahead of 

it this year, I'm astonished. We are making such an enormous, lasting impact on the world. In the near 

future, polio will be wiped off the face of the earth － all because of you.

I see my role as chair much like the position I played on my high school basketball team. I was the point 

guard. It was my job to bring he ball up court and make sure my teammates received the ball when they 

were open. Nothing made me happier than to see them make shots.

We didn't have the high-five back when I played, but I would have loved to give out high-fives for 

every basket. Now I'm eager to give them to you. Think about it: There is so much you can do to give a  

high-five to the Foundation. I started out by getting all five members of the Huang family in Rotary － 

my wife, three children, and myself － and keeping us donating year after year to the Foundation.

Now, let's see how many high-fives all of us can give in the next year. Whether you write five more 

checks, hold five more fundraisers, find five new donors, or simply give five more dollars, every  

high-five counts.

This year, I am going to fill my social media accounts with all the Rotary Foundation high-fives I give 

around the world and tell the stories of the generous people who are bringing us closer to our goals. Join 

me on Facebook (@garyckhuang) and share your stories. And feel free to give your own high-fives. 

Let's reach our goals and keep going. Clubs have great projects － they are counting on us. And the children of 

the world are counting on us. Right now － you're open! Take the shot! Let's make this the Foundation's 

greatest year yet.

Gary C.K. Huang
FOUNDATION TRUSTEE C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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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可能聽說過 aloha是夏威夷話，用來打招呼及道別。事實上，aloha的意義遠遠不僅於此：

它包含愛、關懷、和平、同情，及慈悲。aloha是夏威夷人的一種生活方式，重點在和諧共處、有耐

心、尊重每個人，以及與你的 ohana 「家人」的夏威夷語 共享喜悅。當各位在 2020年 6月

6-10日出席檀香山國際扶輪年會時，便可以親身體驗這些價值觀。

1850年，卡美哈梅哈三世國王 (King Kamehameha III)正式宣佈檀香山為王國的首都，此後，這

座城市便一直是夏威夷群島的政治中心。身為夏威夷群島的最大都市，檀香山是一個熱鬧熙攘的大都

會，擁有呈現最新鮮食材的餐廳、世界級的購物體驗，以及體驗傳統夏威夷文化的機會。

檀香山及夏威夷群島提供自然美景及幾乎終年燦爛的陽光。在聞名全球的威基基海灘 (Waikiki 

Beach)踏浪；到金槍魚 (Leahi)火山口 別名鑽石角 (Diamond Head) 健行；或在恐龍灣 (Hanauma 

Bay)與綠蠵龜一起游泳。帶著全家一起來參加 2020年會，享受 aloha精神。

撰文：Hank Sartin

欲註冊 2020年檀香山國際扶輪年會者，請至 riconvention.org。

國際扶輪
一瞥

至 ����年
�月 ��日止

*為 2018年 1月 31日數字
資料來源：國際扶輪

扶輪

社員人數：

1,222,446
扶輪社數：

35,776

扶輪青年服務團

團員人數：

168,300
團數：

10,150

扶輪少年服務團

團員人數：

558,578
團數：

24,286

扶輪社區服務團

贊助夥伴人數：

213,900*

團數：

10,521

年會倒數

阿囉哈 �	
��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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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只是序章
撰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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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攝於他岳父所創立的布雷克波恩、梅隆尼及薛

伯特法律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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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 40 年來，馬克 丹尼爾 梅隆尼 Mark Daniel 
Maloney和他家人一直在展現「扶輪連結世界」。現在
自稱「開朗旅人」的他展開人生旅程的下一階段：擔任

本屆國際扶輪社長。

112019.7



聖
誕節前 2個星期，在

阿拉巴馬州北部，迪

凱 特 (Decatur) 扶 輪

社充滿耶誕節氣氛。前一個星

期六，該社社員與石河教堂

(Church at Stone River)的會眾

一起，招待 70幾名兒童享用

鬆餅早餐並到 Target大賣場

購物。此時在該社的週一例會

中，奧斯汀初中 (Austin Junior 

High)的爵士樂隊正在演奏

節慶歌曲：“Santa Baby”、

“Feliz Navidad”、“Baby, It's 

Cold Outside” 雖然此時氣

溫在華氏 40度左右（註：約

攝氏 4.5度），以 12月初來

講，感覺起來溫和宜人。

樂隊一結束演奏，該社

社長賴瑞 培恩 Larry Payne

宣佈：「現在，應『非大眾』

要求，馬克到底在哪裡？」群

眾發出呼吼聲，帶著親暱的嘲

弄。他提到的那名男子大步走

到前面，驕傲宣佈：「馬克

梅隆尼人在阿拉巴馬州迪凱

特！」約有 120人大聲歡呼。

歡迎領袖。

在報導這個扶輪贊助的

購物行程時，《迪凱特日報》

(Decatur Daily)引用梅隆尼的

話，稱他為「扶輪社員」，

這點雖然並非不正確，卻不

足以涵蓋這名男子成就的廣

度。1980年加入扶輪的梅隆

尼擔任過（深深吸一口氣）地

區總監、國際扶輪理事、社長

隨扈、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立法會議及 2014年雪梨國際

扶輪年會委員會的主委 這

C
A

R
Y

 N
O

R
T

O
N

蓋依及馬克 梅隆尼在阿拉巴馬

州迪凱特自宅合影；蓋依掛在壁

爐上方的畫作描繪的是馬克站在

科茲窩 (Cotswolds)的英國村莊
克姆堡 (Castle Combe)的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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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他擔任過的職務的一小部

份，而這一切都只是他新領導

職務的序目：國際扶輪社長。

已經認識梅隆尼近 40年

的比爾‧懷克 Bill Wyker說：

「他絕對有資格擔任國際扶輪

社長。他是個溝通大師，頭腦

聰穎；他心懷慈悲，關心人

們。我的意思是，這已經一應

俱全。我們社沒有人會驚訝他

一路爬到層峰的位置。」

1986年接替梅隆尼擔任

迪凱特扶輪社社長的懷克，自

稱他開始該社揶揄前任者的傳

統。他說：「我率先開始在本

社內『給馬克難堪』的傳統，

這項傳統在今日依然存在，綿

延不絕。馬克也欣然面對；

他甚至還鼓勵，那成為他的

運作模式。本社很喜愛這個傳

統 當然，除非你真的愛他

們，尊敬他們，否則是無法像

那樣開他們玩笑。」

站在那場 12月例會的講

台前，自稱是「最開朗旅人」

的梅隆尼解釋他最近到底去

了哪些地方。他描述一段環球

之旅，從「經過內華達州及加

州往東部走」 接著到英格

蘭、印度、新加坡、印尼、台

灣，最後終於飛回在迪凱特

的家。可是梅隆尼能來到這

個特定的地點與時間，事實上

是起源於在噴射客機發明前一

個世紀，一個非常非常遙遠的 

國家。

因為有三名子女要撫

養，也因為在大西洋彼岸有肥

沃農地的可能性，亞瑟 Arthur

及凱瑟琳 Catherine 梅隆尼

在 1849年大飢荒期間離開愛

爾蘭，搭船前往美國。（這

對夫妻留下 2名較年長的子

女，其中一位此生再也無緣

相見。）在抵達紐奧爾良之

後，他們往北走，抵達伊利

諾州南部的加拉丁郡 (Gallatin 

County)。他們定居在一個叫

做屯墾池 (Pond Settlement)的

地方，與其他愛爾蘭天主教移

民比鄰而居。

馬克 丹尼爾 梅隆尼在

106 年後，1955 年 5 月 14 日

出生，那時候，梅隆尼家族位

於里奇威 (Ridgway)小鎮外的

農場，已經擴張到佔地 1,200

英畝。在過去數十年期間，他

們飼養肉牛，種植牛飼料，

可是派翠克 梅隆尼 Patrick 

Maloney（馬克的父親）和他

的兩位兄弟漸漸將重心轉移到

種植玉米、小麥、和黃豆。後

來他們買下肯塔基州俄亥俄河

沿岸 1,500英畝的土地，讓農

場規模擴增為兩倍。

這就是馬克 梅隆尼成

長的環境，雖然不久後就很明

顯看出他註定不是走農業這

一行。在四健會的比賽 未

來農民的試驗場 他都輕鬆

名列前茅 在演講項目。他

在 1966年的演說＜夢想成為

目標＞還贏得伊利諾州博覽會

的藍帶獎。兩年後，他正確拼

出 bludgeon（棍棒）一字，贏

得該郡的拼字比賽；兩年後，

他成為四健會聯盟加拉丁郡分

會會長。接著是讓其他一切都

相形失色的成就：1962年，

梅隆尼和他 5歲的妹妹克莉絲

蒂 Kristi，在里奇威一年一度

的「爆米花日」(Popcorn Day)

中，贏得夏威夷主題的服裝 

大賽。

在里奇威 自稱是世界

爆米花之首都 最盛大的場

合莫過於每年 9月第二個星

期六舉辦的爆米花日了。以

前住在里奇威的伊利諾州丹

維爾 (Danville)扶輪社社員里

克 羅崔莫Rick Rotramel說：

「爆米花日是該鎮年度的高

潮。」在河岸的免費電影及遊

行之後，兒童會聚集在露天音

樂台，參加吃爆米花、吹泡泡

糖、跳蛙比賽。優勝者可以贏

得一枚銀幣。

下午 1時，「碩大的花車

及樂隊遊行」會從大街 (Main 

Street)出發；當地報紙描述其

特色為「爆米花女王和朝臣、

樂隊、花車、啦啦隊、摩托

車隊、馬匹、現代農具，及其

他無數蔚為奇觀的隊伍！」

在曳引機拖拉秀 「適用

ITPA規則」（為了外行人士

說明一下，ITPA指的是伊利

諾州曳引機拖拉協會） 結

束之後，其餘就都是音樂娛

樂節目，從大奧普裡（Grand 

Ole Opry，一種鄉村音樂）到

靈魂樂到福音音樂到叫做「青

「他是個溝通大師，頭腦聰穎；他心懷慈悲，

關心人們。我的意思是，這已經一應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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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阿哥哥」的東西，包羅萬

象。

這種活動需要司儀，1981

年時，里奇威找梅隆尼擔任這

個職務。此後，他每年都擔任

這個角色，除了兩年之外：一

次是跟他的女兒菲莉絲的受洗

儀式撞期，一次是他必須出席

喪禮。梅隆尼說：「那不過是

一個週末」 現在叫做爆米

花雙日慶 (Popcorn Days)

「那是我行事曆上至高無上的

項目。」他的車牌甚至特別指

定為 PPCRN。

自 1990年代中期開始協

助擔任遊行司儀的羅崔莫說：

「他很有幽默感，他會把工

作做好，可是他還會做得很 

開心。」

羅崔莫接著說：「我和

馬克對我們家鄉有同樣的感

覺。我們非常以它為榮。每年

他們會打電話來問我們是否要

當司儀。我會說：『你們不必

打電話。我們會做到死那一天

為止。』」

1968年，當他即將從 8

年級畢業，梅隆尼申請上聖路

易一間天主教預科學校 查

民納德 Chaminade。該校提供

他全額獎學金，可是他的父母

不答應；查民納德是一所住宿

學校，他們還沒準備好讓兒子

離家。他們承諾會讓他就讀他

能申請上的最好大學 好像

梅隆尼這樣的孩子還需要誘因

一樣。

梅隆尼沒去讀查民納

德，而是就讀里奇威高中，

這也是他母親朵琳 Doreen擔

任英文教師的地方。比梅

隆尼高一屆的羅崔莫回憶

說：「她很有趣，是個很

棒的老師。大家都喜歡

她。」

像往常一樣，梅隆

尼表現突出，不只是在學

業方面。他擔任過許多職

務，包括學生會會長及師

生校務委員會的委員。在

馬克和母親朵琳、父親派翠

克，及兩個妹妹克莉絲蒂

（左）及愛琳在家族農場合

影，時間大約是 1960年代 
中期。

梅隆尼夫婦和女兒瑪格麗

特（左）及菲莉絲，攝於

1990年達拉斯的國際講
習會。

180年後，這座農場依然
屬梅隆尼家族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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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會擔任要職的同時，他在

樂隊、合唱團、校刊、畢業紀

念冊、西班牙語社，及全國貝

塔社 (National Beta Club)

一個提倡良好倫理道德行為的

學業優異學生組織 並擔任

該社的州幹部。畢業時，他代

表畢業生致詞。他的同學獨排

眾議，投票選他為「最可能成

功的人」。1972年，他從里

奇威高中畢業那年，梅隆尼獲

選為涵蓋 28郡的主教轄區的

「年度傑出天主教青年」。

那年秋天，梅隆尼離家

上大學。他的父母遵守承諾，

讓他去讀他能申請到的最好學

校：哈佛。大一那年的春天學

期，最後以優異成績取得歷史

學位的梅隆尼修了一門沒有學

分的課，學習州政府的基本要

素。講師是伊利諾州的政治人

物保羅 賽門 Paul Simon，那

一年他在哈佛的甘迺迪政府學

院的政治研究所擔任研究員。

這兩人成為朋友。

1974年，賽門贏得眾議

院選舉。（ 《加拉丁民主人

報》Gallatin Democrat在選前

刊登一張照片，照片中幫忙選

務的梅隆尼站在候選人身旁，

穿著一件黑色皮衣，笑得跟剛

吞了隻金絲雀的得意貓咪一

樣。）畢業後的暑假，梅隆尼

申請上眾議院的強森總統實習

計畫，在華盛頓的賽門辦公室

工作了 2個月。在宣佈這項職

務時，《民主人報》報導說在

哈佛，梅隆尼是「哈佛紀念學

會的會長，美式足球、足球、

及長曲棍球的球隊經理，大學

「畢業時，他代表畢

業生致詞。他的同學

獨排眾議，投票選他

為最可能成功的人。」

1980年的馬克和蓋依，那年他加入扶輪。 里奇威高中的畢業致詞代表，

1972年。

馬克和蓋依，依然在微笑，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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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經理協會的會長，以及哈佛

各系體育委員會的委員」。

1977 年 秋 天， 在 范 德

比爾法學院 (Vanderbilt Law 

School)就讀二年級的蓋依

布雷克波恩 Gay Blackburn報

名參加一場國際法研討會。

安格尼斯史卡特學院 (Agnes 

Scott College)畢業的蓋依來自

阿拉巴馬州的迪凱特，她父親

在當地是位知名律師，也曾擔

任市長。在研討會第二個星期

的課程中，有幾個學生拿出幾

小袋爆米花。他們在週末期間

從納許維爾到伊利諾州南部，

參加一場叫做「爆米花日」的

東西。那次遠征的領導人是她

的國際法同學，一位名叫馬

克 梅隆尼的年輕男子。

之後是一段關於家鄉魅

力的對話，促成梅隆尼和蓋依

在那年秋天時常約會。在聖誕

節假期，蓋依從阿拉巴馬州來

參加納許維爾哈佛社的派對，

梅隆尼去迪凱特度過 1977年

的最後幾天。跨年時他們到

電影院看一部迪士尼的片子。

蓋依回憶說：「我們覺得我

們很相配，兩個都很開心能

在除夕夜看《妙妙龍》(Pete's 

Dragon)。」

梅隆尼所謂「蓋依初次

且致命的寒舍之旅」是在之後

的 2月初。蓋依回憶說：「加

拉丁郡的人口不到 8,000人，

相當多的人都是梅隆尼家的

親戚。馬克和他母親很努力

不要讓我負荷不了，所以我

只見了其中 22位親戚。」他

們從里奇威農場開車到肯塔

基州的農場，到印第安那州

新哈蒙尼旅行，在紅天竺葵

(Red Geranium)餐廳享受高級

晚餐，玩一種名叫 500的撲克

牌遊戲。他們到藥局買一些底

片，蓋依替馬克的父母拍了些

照片。

星期天早上，這對情侶到

附近的薛尼鎮 (Shawneetown)

參加彌撒，再回到納許維爾。

可是馬克想先帶蓋依看看屯

墾池的古老聖派翠克教堂 (St. 

Patrick's)，這是梅隆尼家族在

1850年代協助興建的天主教

教堂。地上積雪很深，馬克承

諾在她下一次造訪時再去逛逛

墓園。在出鎮的路上，他們在

梅隆尼農場停留，好讓蓋依可

以替房子拍照。馬克的父母走

到門廊，對他們揮手。

10天後，馬克在范德比

爾圖書館找到蓋依。那天傍

晚，他告訴她，他的父母開車

在里奇威支線上，另外一輛車

正面撞上他們。48歲的派翠

克和 46歲的朵琳雙雙斃命。

蓋依的照片是他們最後留下的

身影。這場意外發生在馬克妹

妹克莉絲蒂 21歲生日，她離

家到紐約就學。他的小妹愛琳

當時坐在車子後座，身受重傷

但大難不死。

幾個星期後，馬克在里

奇威高中設立「派特與朵琳

梅隆尼紀念獎學金基金」。約

莫同時，《加拉丁民主人報》

出現一則公告，向在最近傷痛

中支持他們的所有人，表達

「最深刻、最誠摯的謝意。透

過這段考驗的時光，加拉丁郡

的居民對我們展現的愛心、同

情、及支持⋯令人動容。我們

梅隆尼說：「那不過是一個週末」 現在

叫做爆米花雙日慶 「那是我行事曆上至

高無上的項目。」他的車牌甚至特別指定為

PPC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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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類良善的信心再次獲得肯

定。」

在車禍的餘波中，蓋依

對到梅隆尼家致哀的人 保

羅 賽門是其一 介紹自己

是「馬克的女朋友」。事實

上，她很快就不僅是這樣，到

了 4月初，他們訂婚。蓋依在

今日回顧說：「我想我們最後

還是會走到同樣的結局，只是

意外讓事情加速發展。」

在他們法學院的第三、

也是最後一年，這對戀人在思

考下一步該怎麼走。蓋依說：

「我離家去讀大學，我並沒有

去歐本大學或阿拉巴馬。我想

要去可以開開眼界的地方。因

此我去了亞特蘭大的阿格尼

斯 史考特學院。」她的感覺

依然不變，她仍然想要去「看

看外面的世界」。

可是在一次週末回到

迪凱特時，蓋依的父親吉

爾莫 布雷克波恩 J. Gilmer 

Blackburn帶著馬克去兜風。

梅隆尼解釋說：「吉爾莫說明

住在小城市，任職家族事務所

的優點。」這對戀人有了新的

思考點：在迪凱特定居，進入

布雷克波恩的法律事務所。蓋

依和馬克辯論各種可能性，他

表示，可是「我們不算是意見

相左。」

他補充說：「當我們搬

到迪凱特，我們以為我們是在

幫蓋依父母一個忙。」 這

種感覺蓋依在單獨的對談中，

也曾以幾乎相同的字詞表達這

樣的感覺。他們沒說的是事實

上獲得幫忙的是他們。蓋依

說：「我父親預想我們在迪凱

特所能過的美好生活。或許在

當時我們還不是完全明白。」

肯恩 薛柏特Ken Schuppert

說：「吉爾莫是個很聰明的

人。他和太太琳恩 Lynn是吉爾

莫創立的法律事務所（現在改名

為「布雷克波恩、梅隆尼及薛柏

特法律事務所」）的合夥人／律

師。（就跟梅隆尼夫婦一樣，薛

柏特夫婦也都是扶輪社員

而肯恩目前擔任扶輪基金會保

管委員會的副主委。）「他在

壽險稅務的專業知識在本地

傑出且罕見。在 1950年代中

期，他是阿拉巴馬州伯明罕以

北第一位稅法律師。可是參與

社區及回饋社會：那我們大家

從吉爾莫身上學到的東西。」

迪凱特扶輪社社員比爾

懷克說：「我想吉爾莫在馬克

的人生中就像父親一樣。他們

有很棒、很親近的關係。」

懷克對蓋依的母親也印

象深刻。「菲莉絲活力十足。

她支持吉爾莫，可是她也有自

己的想法、構想、活動及追

求。她無所畏懼。如果菲莉絲

里奇威一年一度「爆米花雙日節」的萬年司儀梅隆尼和里克 羅崔莫，

2017年時也擔任該活動的遊行大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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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仍

然稱呼他為大使先

生。他非常擅長與

人相處，留意並瞭

解他們的文化。」

1985年，一個奈及利亞團體研究交
換小組拜訪梅隆尼及迪凱特扶輪社。

1991年，梅隆尼一家與當時的國際扶
輪社長薩寶 Rajendra Saboo及夫人烏
夏 Usha，在迪凱特合影。

2012年，馬克和蓋依在印度的邦加羅爾。

1990年，這對夫妻在奈及利亞拉哥斯一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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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做什麼，那麼你最好繃

緊神經。」

他們在 1979 年 6 月結

婚，在馬克獲得紐約大學稅

務法學碩士學位之後，梅隆

尼夫婦定居在迪凱特。因為

他農業的背景，馬克跟新鄰居

立刻相處融洽。懷克說：「馬

克是一個絕頂聰明人，但同時

也是那種你一跟他握手就會喜

歡的人，完美結合。」

迪凱特扶輪社社員艾倫

迪迪爾 Ellen Didier補充說：

「馬克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高

貴、最講究禮儀的一位，因此

發現他有多溫暖，多有趣時會

出乎你意料之外。他的情感、

謙卑、機智 以及他的自我

解嘲，都有一種真誠存在。」

梅隆尼在 1980年加入扶

輪；5年後，30歲時，他成為

迪凱特扶輪社社長。他在那時

候得知一個來自奈及利亞、扶

輪贊助的團體研究交換小組預

計要來阿拉巴馬州 而迪凱

特不在行程當中。他打了一些

電話，這些來自非洲的訪客最

後在迪凱特待了兩天。蓋依記

得說：「我們使出渾身解數。

我和馬克在家裡為他們舉辦一

場派對，我們確定他們獲得最

高規的款待。該小組組長說：

『我明年要那個年輕人率領小

組回訪奈及利亞。』因此當我

們女兒菲莉絲和瑪格麗特分別

還只是 4歲和 2歲時，馬克在

奈及利亞待了整整 40天。」

 也播下他社長主題的種

子：扶輪連結世界。

麥克 寇爾Mike Curl說：

「我們一直被告知我們是親善

大使，直到今天，我仍然稱呼

他為『大使先生』。」他是從

迪凱特到奈及利亞的團體研究

交換小組 6名成員之一。「他

非常擅長與人相處，留意並瞭

解他們的文化。」

1990年 7月，馬克再度

前往奈及利亞，這次蓋依和他

一起去，帶著她大學時的非

洲藝術教科書。馬克之前認

識強納森 馬奇約伯 Jonathan 

Majiyagbe，後者剛結束他扶

輪第一位非洲理事的任期。在

這次訪問期間，馬克和蓋依住

在馬奇約伯和他夫人艾達 Ade

在坎諾的家裡。馬奇約伯說：

「我發現馬克是個很好的人。

他很努力，我都稱他是行動電

腦：他記得每件事的最小細

節。」兩對夫妻培養出親密

的友誼，當馬奇約伯被提名

為 2003-04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時，他和艾達選擇馬克和蓋依

擔任他們的隨扈。 

2003年，在就任社長前

不到一個月，馬奇約伯人在澳

洲布里斯本，艾達卻在英國里

茲猝死。馬奇約伯回憶說：

「我不知道當時沒有馬克 梅

隆尼該怎麼辦。他安排我飛到

里茲的機票，他和蓋依自費飛

到當地陪伴我。我們建立緊密

關係。他們是我在迪凱特的 

家人。

梅隆尼另一位透過扶輪

結交的老友是他自己的社長

隨扈，賴瑞 藍斯佛德 Larry 

Lunsford。藍斯佛德是密蘇

里州堪薩斯市 廣場 (Kans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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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隆尼夫婦與前國際扶輪社長馬奇約伯。

去年秋天在美國維京群島，梅隆尼參加

一項濾水器分配計畫。

馬克和蓋依的扶輪社 迪凱特扶輪

社及迪凱特日出扶輪社，與聖托馬斯

東區 (St. Thomas East)扶輪社合作推
行一項濾水器分配計畫。

N
IC

O
L

E
 C

A
N

E
G

A
T

A

192019.7



City-Plaza) 扶輪社的社長，

6040地區前總監，也是前國

際扶輪理事，擁有傲人的扶輪

經歷。然而他率先承認「在扶

輪很難找到像馬克‧梅隆尼這

樣經驗豐富的人。他擅長規劃

及想像最能實現他扶輪目標的

過程，他也會運用他的組織及

管理技能來爭取最多機會，讓

扶輪成為更好。」

藍斯佛德強調梅隆尼對

增加扶輪社員的「策略重點」

並著重「找到更多元的方

法」來吸引及留住社員 以

及「馬克對提升我們與聯合國

合作關係的重視，此舉是另一

個提升扶輪在世界地位的方

法。」他也指出「馬克希望扶

輪與扶輪青年服務團之間能建

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扶青團

團員對於與增進與扶輪的關係

比以往都更有意願。那是我們

希望助長的風潮。」

藍斯佛德轉而談到他所

謂「馬克最大的優點：關心。

他古道熱腸 他還有蓋依在

身邊。他們是個優秀的團隊，

馬克從中獲益良多。」

就跟其他人一樣，蓋依

曾經想去看世界、事實上

卻可能看過比預期更廣大世界

的人 能明白從自家門口就

看到她就讀的高中所透露的諷

刺之處。她說：「還記得我們

回到迪凱特時，我心裡想我們

放棄了去看看世界的機會。」

她錯了。在梅隆尼的客

廳牆壁上，在蓋依多彩畫作的

旁邊，掛著許多裱框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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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的扶輪第一家庭（左起）：女兒菲莉絲及蘇珊娜；孫子彼得；女婿布雷克；女兒瑪格麗特；蓋依；
孫子派翠克；以及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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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錄他們 39年在全球到處走

的扶輪旅程，擺滿層架的紀念

品也是。蓋依在 1996年加入

剛成立的迪凱特日出 Decatur 

Daybreak扶輪社，正式成為

扶輪家庭的一員。她承認說：

「我和馬克可以一起開業，我

們可以一起建立家庭。可是世

上沒有扶輪社夠大到足以容納

我們兩個人。」

梅隆尼的女兒就跟父母

一樣都是這段扶輪旅程的一部

份。蓋依說：「在我們慢慢變

成一個扶輪家庭的過程中，我

們女兒在成長階段就有更寬

廣的世界觀。」菲莉絲和瑪

格麗特總共已經參加過 30幾

場年會，她們在孩提時與世界

各地的人的稚嫩互動影響了她

們的人生軌道。受到童年對地

理的興趣的激勵，菲莉絲在哈

佛及劍橋大學攻讀英國歷史及

文學，之後到耶魯取得法律學

位。瑪格麗特小時候便對語言

及字詞著迷，之後到哈佛攻讀

語言學；在紐約市出版業任職

一段時間後，她目前即將完成

在長島的史東尼‧布魯克大學

(Stony Brook University) 醫 學

院的第四年學業。

2014 年， 梅 隆 尼 夫 婦

歡喜接受蘇珊娜‧葛利爾

Suzanna Greer在母親亡故後

成為她們家第三個女兒。蓋依

表示：「因為馬克年輕時遭逢

變故，她對蘇珊娜的處境尤其

感同身受。我告訴他我一直在

考慮要她跟我們住，他隨即

答應。」現年 25歲的的葛利

爾就讀南阿拉巴馬州大學，

出席過 3場扶輪年會  而菲

莉絲和他丈夫布雷克 強森

Blake Johnson 的 小 孩，7 歲

的派翠克 Patrick及 4歲的彼

得 Peter，也已經參加過兩場 

年會。

在梅隆尼客廳的照片

中，有馬克和兩位教宗的合影

或許這也是意料中事，因

為梅隆尼這個名字源自於蓋爾

克語 Maol dhomhnaigh，意思

是「教會忠誠者」。他在迪凱

特的聖母領報教會（前身是聖

安妮天主教教會）的財務委

員會任職 12年，也在聖安妮

天主教學校的理事會服務 16

年，這只是他活躍教會的兩個

例子。聖母領報教會前神父

雷 瑞姆克 Ray Remke 說：

「你總是可以依賴馬克。如果

你需要什麼，他都會卯足全力

幫忙。他的言談與行為都符合

他的信仰。」

梅隆尼全心擁抱他的信

仰：他和蓋依定期去聖母領報

教會做週日彌撒，也會到第一

衛理公會教會做禮拜。後者是

他和蓋依結婚的地方，馬克

也在該教會擔任接待員。他

也參加一個每星期在聖約翰福

音教會聚會的讀經班。另一位

迪凱特扶輪社員朗尼 杜克斯

Ronnie Dukes說：「我父親教

導我對教會、家庭、社區服務

的重要。馬克顯然徹底落實這

一點。」

事實上，談到他的第二

故鄉，梅隆尼是最佳代言人，

驕傲對訪客介紹迪凱特：老州

立銀行，佈滿南北戰爭留下的

彈孔和砲彈碎片；最近在扶輪

社員及其他市民努力之下重

生的德藍諾公園 (Delano Park)

的遊樂場及戲水區；國際仁人

家園 (Habitat for Humanity)發

展計畫，每年都有哈佛學生利

用春假來服務 這是 2002

年菲莉絲就讀哈佛時所開始的

傳統，在迪凱特日出扶輪社的

贊助下維持至今。

迪凱特的居民同樣以他

們家鄉的英雄為榮。之前在摩

根郡擔任地區法官，現在是迪

凱特駐地歷史學家兼歷史資

源活動主任的大衛‧布雷藍

David Breland 驚嘆說：「阿

拉巴馬州的迪凱特應該才是國

際扶輪社長的家鄉。我們現在

飛黃騰達了。」

懷克說：「馬克是個獨

一無二的人，我認識的人當中

數一數二的傑出人才。我很開

心他是扶輪的下一任社長。他

一定能大有建樹。」

馬克最大的優點：關心。他古道熱腸 他還

有蓋依在身邊。他們是個優秀的團隊，馬克從

中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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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一個年會；

關於國際扶輪的委員會

同意理事會所有決議設立一個持續超過

現行年度的新委員會或特別工作小組

時，必須確定：

‧  訂定的試驗和評估期間不超過 4年；

‧  在試驗和評估期間對扶輪資源的預期

影響；

‧  衡量委員會或特別工作小組成敗的 

標準；

‧  向理事會提交期中評估與報告的日期；

‧  一個最終評估日期，隨後理事會可能

依此採行為持續進行的委員會或特別

工作小組、終止此一委員會或特別工

作小組，或根據需要延長試驗與評估

期限；

在檢討扶輪品牌方面

要求所有扶輪標誌使用者盡快達到遵

行視覺品牌的規定；

‧  同意在 2019年 7月 31日之後不在國

際扶輪公式媒體上發布任何未遵行品

牌規定的廣告或其他訊息；

‧  同意任何未遵行品牌規定的任何展覽

不得在國際扶輪公式活動中舉辦；

核准了到 2024年的五年路線圖，作為實施

新策略計畫的指南，與四項策略優先事項

的具體活動和目標完成日期；

延長與經濟與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Peace)的策略夥伴關係至

2022年，及延長與急難庇護箱 (ShelterBox)

的計畫夥伴關係至 2022年；

同意將非洲開發銀行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和亞洲開發銀行 (Asian Development 

Bank)加入扶輪派駐代表的組織名單中。

第四次 2018-19年度國際扶輪理事會會議

於 2019年 4月 8-11日在美國伊利諾伊州伊文

斯敦舉行。在本次會議中，理事會審議了 11

個委員會報告，並記錄了 44項決議。

扶輪社和地區

理事會

同意從 2021年 7月 1日開始對所有地區

實施新的總監提供經費模式（從現在試

辦至 2021年），在此一模式，國際扶輪

透過地區帳戶提供經費給總監，總監必

須記錄經費的全部使用情況，並退還任

何未使用的部分給國際扶輪；

修改理事會規定之地區委員會任職資

格，以允許挑選扶青團團員成為委員；

同意繼續進行非加入扶輪社的參與者模

式試驗，旨在為加入扶輪創造新的渠

道，建立扶輪品牌知名度，多元化參與

扶輪社，並增加扶輪社的開放性和吸 

引力；

核准在伊拉克成立扶輪社。

行政和財務

理事會

就國際扶輪社長的權力做出了幾項決議，

包括：

要求社長當選人提名扶輪基金會保管委

員候選人的名額至少為開放選舉此一職

位候選人名額的兩倍，（不包括一個將

由國際扶輪前社長擔任的職位）；

同意自 2020年 7月 1日起，國際扶輪不

提供經費給出席地區年會卻未符合某些

出席規定的社長代表；

同意自 2020年 7月 1日起，每一個扶輪

年度社長代表受派出席地區年會不得超

理事會決議

201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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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於 2019年 4月 22-

-24日在美國伊利諾伊州伊文斯敦舉行會議。

在這次會議中，保管委員會審查了 8個委員會

報告，並記錄了 42項決議。

行政管理

保管委員會

 選 出 一 位 新 主 委 柯 雷 希 Brenda M. 

Cressey及副主委韋柏Michael F. Webb，

立即生效，在 2018-19扶輪年度的剩餘

時間提供服務；

 核准了至 2024年的五年路線圖作為實施

新策略計畫的指南，及四項策略優先事

項的具體活動與目標完成日期；

延長與經濟與和平研究所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nd Peace) 的 策 略 夥 伴 關

係至 2022年，及延長與急難庇護箱

(ShelterBox)的計畫夥伴關係至2022年；

 同意保管委員會核准的任何新的活動與

計畫也必須包括成功標準，並在核准後

三年內由保管委員會進行審查。

基金發展

保管委員會

從兩筆房地產獲得了 2,019萬美元的變

現房地產捐獻。

計畫與獎項

保管委員會

頒發 4筆三級獎助金（世界基金會撥款

100,001至 200,000美元），總金額為

538,048美元；

自未來願景 (Future Vision)實施以來的

第一次全面檢討之後，保管委員會同意

保留所有六個焦點領域 (areas of focus)，

並對每個領域的政策聲明及一些名稱變

更進行一些修訂。扶輪基金會的焦點領

域是：

 疾病預防與治療 

　(Disea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  母親與兒童健康 

(Maternal and child health)

　‧  水、衛生與個人衛生 

(Water, sanitation, and hygiene)*

　‧  締造和平與預防衝突 

(Peacebuilding and conflict prevention)*

　‧  社區經濟發展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  基礎教育與識字 

(Basic education and literacy)

　  * 名稱變更

金融

保管委員會

核准的捐款預算總金額為 339,685,000

美元，淨投資回報預算為 43,453,000 

美元；

核准 2019-20年度計畫獎勵總支出預算

304,310,000美元，資金來源如下：

‧  年度基金：137,911,000美元

‧  臨時限制性捐獻與永久基金可支配收

入：2,898,000美元

‧  捐獻者建議基金 (Donor Advised fund)

（需經國際扶輪理事會核准）：

10,000,000美元

‧  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基金 (PolioPlus 

fund)153,500,000美元

保管委員會決議

2019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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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imby說：「孩子們現在正在

學習修理電腦。」

美國

35 年來，紐約州奧本尼

扶輪社 (RC Albany)年年舉辦

「 青 少 年 表 彰 獎 午

宴」(Youth Recognition 

Awards Luncheon)， 表

揚獲得兒童服務機構提

名的寄養青少年。該

社贊助每一位受獎者及其賓客

的餐費；午宴的座上賓通常還

包括奧本尼市市長、紐約州議

會議員，以及其他當地名人。

得獎兒童會獲頒獎牌、獎狀，

以及獎品，像是電影票和保齡

球券。構想出這個計畫的社

員布萊恩 巴爾 Brian Barr表

示：「對於不習慣接受表揚的

墨西哥

對於 100多名身心及行為

障礙的年輕人而言，科蘇梅爾

(Cozumel)島上多功能學校的

關 懷 中 心 (Centro Atencíon de 

Múltiple School)就是他

們的避風港，讓他們可

以學會自力更生和有用

的工作技能。8年來，

德州格林維爾扶輪社

(RC Greenville)及科蘇

梅爾扶輪社不僅提供了一間廚

藝教室，也為其他訓練計畫提

供工具。今年 1月，12位格林

維爾扶輪社社員加入在地夥伴

的行列，一起動手修繕；他們

還購置了價值 4,000美元的教室

及廚房用具和電腦零件。格林

維爾扶輪社社員金 昆比 Kim 

一個普通的
空木酒桶大
約50公斤重。

年輕人而言，這是一次勵志的 

體驗。」

義大利

下 諾 切 拉 阿 普 蒙 特 姆

(Nocera Inferiore Apudmontem)

扶少團團員展現他們對保存

19世紀文化資產的決心，修

復了薩萊諾省下諾切拉市聖

安東尼奧修道院 (Convent of 

Sant'Antonio)裡一座木製耶穌

受難像。這群學生在其輔導社

的支持及校方 Alberto Galizia高

等教育學院的講師帶領下，於

去年 11月展開精心修復文物的

工作。這群扶少團團員還把他

們的創舉拍攝成一部紀錄片，

並開發了一套手機應用程式介

紹當地的文化遺址。2100地區

前總監 Salvatore Iovieno表示：

義大利

英國

美國
印度

墨西哥

世界各地採取行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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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了修復這些遺跡和重

建當地歷史所付出的努力，真

的很了不起。」

英國

在威爾斯的登比 (Denbigh)

鎮，節禮日 (Boxing Day)是滾 

酒桶的日子。去年 12 月 26

日，大約 2,000名民眾站在高

街 (High Street)的兩旁，觀賞這

個滾了有 60年傳統的「全威爾

斯滾桶大賽」(All Wales Roll the 

Barrel Competition)。這場由登

比扶輪社 (RC Denbigh)主辦的

賽事 依照該社的宣傳，會

出現「許多跌摔碰撞」，因此

建議參賽者穿戴「厚實的鞋子

及手套」 除了分成個人組

及雙人組外，還有男女國高中

生組的比賽。

印度每天
有 400 人
死於交通
意外。 

這場從 1958年起幾乎年年

舉辦的競賽，最初是因為扶輪

社員希威爾‧歐文 Hywel Owen

意識到，該社可以善用弗林特

及登比狩獵活動 (Flint 

and Denbigh Hunt) 吸

引來的人潮。該狩獵

活動每年在節禮日當

天舉辦，已有近 1世

紀的歷史。而這場滾

桶比賽不是 2018年唯一的奇

觀；在此之前還有一場由古董

拖拉機和荒原路華 Land Rover

車隊組成的大遊行，後面跟著

100多匹由弗林特及登比狩獵活

動參加者騎乘的馬兒。

登比扶輪社靠著販售獎券

募得 6,000美元，收益將捐給當

地及國際性的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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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

旁遮普省的霍希亞普爾北

區扶輪社 (RC Hoshiarpur North)

請來印度教的死神 Yamraj，警

告用路人注意不良駕駛所

帶來的危險。今年 2月的

某一天，這個由演員假扮

的死神就站在一處繁忙的

十字路口，告誡不守法的

汽車駕駛及機車騎士

開快車、闖紅燈，以及其他不

遵守基本道路安全規則的人。

除了請來死神警告違規用路人

可能提早赴陰間報到外，其他

扶輪社員也到場分發交通規

則傳單。社員 Bharat Gandotra

說，他們也贈送玫瑰花給戴安

全帽和繫安全帶的汽機車駕駛。

撰文：Brad Web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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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要擔任委員會委員，為扶輪奉獻更多

嗎？扶輪的每個委員會都是由世界各地的扶輪

社員及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所組成，與本組織

的領導階層一起確保成效，促進策略計畫所列

舉的目標及優先事項。

以下的委員會在徵求 2020-21年度委員的合

格候選人。各委員會的運作方式視需要以電子郵

件、視訊會議，或網路會議進行，部份也會要求

每年至少出席一次實體會議。大多數的委員會事

務都是以英文進行。

要推薦自己或他人成為委員

人選，請至 on.rotary.org/application2019。
申請人必須註冊「我的扶輪」(My Rotary，

網址為 rotary.org/myrotary)，也應該確認他們

的「我的扶輪」簡介包括目前的連絡資料。

候選人只可申請一個委員會。

申請的截止日期為 8月 12日。

委員會 功能 必要條件 義務

通訊

(Communications)

向理事會提出向主要聽眾傳達

的建議

有通訊方面的專業背景及經驗。 任期 3年；多次電

話會議；每年在伊

文斯敦開會一次

財務 

(Finance)

向理事會提出有關扶輪財務的

建議，包括預算、投資政策，

及永續評量

財務相關的專業背景；有非營利組

織經驗者尤佳。候選人應具有扶輪

社及地區階層的財務事務經驗。

任期 3年；每年在

伊文斯敦開會兩次

領導發展及訓練 

(Leadership 

Development and 

Training)

針對扶輪有關扶輪社員、扶輪

社，及地區的領導訓練計畫向

理事會提出建議，尤其著重地

區總監的訓練

必須擁有豐富的訓練或教育經驗，

有領導發展經驗尤佳。

任期 3年；每年在

伊文斯敦開會一次

營運檢討 

(Operation Review)

監督營運及所有內部系統的成

效、效率，及推行情形；向執

行委員會提出有關薪資事務的建

議；應理事會要求執行其他監督

功能

具有管理、領導發展，或財務管理

的經驗，以及對扶輪營運的通盤瞭

解。須曾擔任國際扶輪理事。

任期 6年；通常一

年在伊文斯敦開會

兩次

扶輪青年服務團 

(Rotaract)

向理事會提出有關扶輪青年服

務團的建議；訂定扶輪青年服

務團年會前會議計畫

扶輪社員：從事扶青團工作的經

驗；曾擔任輔導員或扶青團／扶少

團顧問或地區主委的直接經驗。青

少年計畫前受獎人尤佳。

扶青團團員：具社、地區、國際的

領導。曾擔任過地區扶青團代表、

籌備會議，或參加過扶青團年會前

會議尤佳。有年齡限制。

任期 3年；每年在

伊文斯敦開會一次

任期 1年；在伊文

斯敦開會一次

策略規劃 

(Strategic Planning)

審核扶輪的策略計畫及相關措

施；向領導階層提出與具長期

重要性的事務相關的意見

在策略發展、監督，及計畫實施方

面有 10年以上的經驗，並熟諳國

際扶輪及基金會的計畫及服務。

任期 4年；在伊文

斯敦開會最多四次

毛遂自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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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交易
撰文：�������

�
插圖：�����	����

這個有 92年歷史的扶輪社本來是個 
「我看人 人看我」的地方。 
可是社員人數日漸下滑。 

有一位社員採取獨特的方法來吸收新社員， 
就從該鎮的民間領袖開始。 
有人的徽章要擦亮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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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用有趣的表情看著我。

「你說你要幹嘛？」

「市長先生，填補一些路面

坑洞。我想要證明我們扶輪社不

只是說說而已。」

市長大衛 納克威茲 David 

Narkewicz和我坐在麻州北安普

頓 (Northampton)市政府的辦公

室裡，在他前任者之一卡爾文

柯 立 芝 Calvin Coolidge（ 註：

1923年成為美國第 30任總統）

的肖像附近。我告訴他我可能也

擅長用帶釘竿來撿垃圾。我保證

不會傷到他任何一位選民。

他說：「你的用意很好，可

是真的不必要。」他的電話此時

響起；他要去開會。可是我還不

死心。總算有一次我不是在對抗

市政府，而是試著討好。

我解釋說：「如果你給我

事做，你就會多一個理由派代

表到我們扶輪會議。這是雙贏 

的事。」

他握了我的手。「我再跟你

連絡。」

我隸屬北安普頓一個小型

扶輪社。這是一個忙碌的大學

城，人口超過 2萬 8千人。這裡

曾經有一個蓬勃發展的扶輪社，

社員多達 92人：醫師、律師、

銀行總裁，甚至還有生產美國陸

軍用刺刀的北安普頓刀具公司

(Northampton Cutlery)的老闆。

可是慢慢地，這個扶輪社流

失社員及影響力。市長每年會到

我們的星期一例會發表演說，可

是他不是社員。當地各銀行的總

裁也不是，部份原因是地方性銀

行已經快絕跡 被大型國際銀

行併吞。今天，我們的社員包括

一名銀行經理、幾位律師，以及

一名脊骨神經醫師，可是扶輪例

會 曾經在豪華的北安普頓飯

店 (Hotel Northampton)舉行

不再是「我看人，人看我」的 

盛會。

菲 爾 蘇 利 文 Phil Sullivan 

現年 74歲、加入扶輪 45年、

六度擔任社長 記得所有北安

普頓民間領袖都是社員的年代。

蘇利文說：「可是時代改變了。

我們變老。1967年我跟我爸爸

一起出席例會時，我是最年輕

的，到了 2011年我 67歲，我還

是在最年輕之一。」

今天，我們有 92年歷史的

扶輪社有 30名社員，跟史上最

低的 19人比稍有起色。蘇利文

說：「一切從一場例會開始。首

先，你必須讓人來參加。他們

或許會入社，或許不會，或許他

們會告訴朋友。不管怎樣，你讓

他們淺嚐一下扶輪，當作一個 

開端。」

感謝蘇利文，我們的例會確

實比以前好。在多年的保溫自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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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之後，蘇利文把例會地點搬

到一間高檔義大利餐廳。史波雷

托 (Spoleto)午餐時段不營業，

老闆柯羅帝歐 奎拉 Claudio 

Querra也無法靠該社提供的每人

20美元餐費來供餐。可是他和

蘇利文想出解決辦法：現在這間

餐廳星期一提早開門專攻扶輪社

使用，提供特殊菜單，讓雙方都

負擔得起：沙拉、甜點，以及主

菜四選一，包括你在波士頓這一

帶所能吃到最美味的鮭魚。在史

波雷托舉辦例會提高了出席率及

社員人數。

可是，增加社員依然是個

挑戰。我們對扶輪在各國的作

為感到振奮，卻為了在本地維持

地位而奮戰不懈。2018-19年度

社長，在本地醫院擔任發展職

員的珍妮佛 馬哥里斯 Jennifer 

Margolis，以及 2019-20年度社

長，房地產仲介葛雷格 狄布林

狄西 Greg Dibrindisi 並在蘇

利文的偶爾協助之下 一起努

力執行小型扶輪社的例行工作

也就是說，多到分身乏術的

工作。他們空閒的所有時間都花

在讓該社保持運作，並盡其所能

提高知名度，用老舊的方法吸引

新社員：和同事及朋友建立人際

網路；握手；贊助或參與各種民

間活動，包括陣亡戰士紀念日遊

行、藝術拍賣會、高爾夫球賽、

以及去年秋天舉辦第一場「海鮮

濃湯及葡萄酒節」(Chowder and 

Wine Festival)。他們沒有時間規

劃可能讓我們多一兩個社員的 

花招。

這就是我可以使得上力的地

方。在職員處理正規事務時，我

想由我這個相對新的社員來和北

安普頓的民間領袖見面，鼓勵他

們支持扶輪社，應該是好主意。

我的方法比你們想的簡單 而

且有趣的多。

在納克威茲市長之後，警察

局長喬蒂 卡斯普 Jody Kasper

是我名單上的下一個人選。她

自 1998年便擔任北安普頓的

警察，2015年後出任警察局長

成為第一位擔任這項職務的

女性。我們談論在我們這樣的小

鎮當警察所面臨的挑戰：類鴉片

藥物成癮風潮；防止員警為了薪

水跳槽到州警局；偶爾的性別歧

視。卡斯普說她很喜歡幾個月前

到我們扶輪社演講，希望我們可

以在警局臉書按讚表示支持，讚

揚做善事的員警，或許也可以寫

信支持。

她說：「我們即將舉辦警察

日活動。我們會邀請大眾進入警

局。小孩子可以試穿警察制服，

瞭解我們所做的事。民間團體會

搭起攤位，接觸人群，宣導他們

的目標。如果你們願意也可以設

置一個攤位。」

我說：「我們會參加。此

外，市長有提過要派人參加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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袖──不只是因為你們很重要，

還因為你們有人脈。」他底下有

68名消防員。市長監督幾百名

全職及兼職員工。如果像他們這

樣的人投入扶輪，這樣的投入會

在這個有 365年歷史的小鎮產生

漣漪效應。

他說：「聽起來有道理。我

會去參加例會。」

為了表達謝意，我從他桌

上的面紙盒抽出一張擦拭他的 

徽章。

接著我晃到北安普頓飯

店，這些年來造訪過這裡的賓客

從柯立芝、甘迺迪、尼克森總

統，到音樂人大衛 鮑伊 David 

Bowie、巴伯 狄倫 Bob Dylan、

約翰 梅爾 John Mayer。我想

要跟老闆曼索爾 加利巴夫

Mansour Ghalibaf打聲招呼。他

是義大利移民，在這個新國家從

會計職位一路打拼上來。加利巴

夫的住家在 1小時車程外，可是

他是本社社員。他邀請我們以優

惠價格使用他的豪華飯店來做

「任何事」。在飯店大廳辦扶輪

主題的漆彈比賽？「好吧，幾乎

任何事。」我給他一本我寫的美

式足球書，上頭寫著送給「一個

愛國者隊迷兼愛國者」。

在本地超市「停下來買」

(Stop & Shop)，我承認有「停下

的每週例會嗎？你可能是代表本

市參加我們例會的人之一。」

「每個禮拜都要？」

「不是，用輪流的。或許你

去一個星期，消防隊的人去下個

星期，偶爾換市長出席。」

她 說：「 我 沒 聽 過 這 

件事。」

「這聽起來可行嗎？如果我

幫忙留意犯罪會有用嗎？」

卡斯普說如果我看到什麼，

就應該說出來。同時，她認為她

的員警可以處理好警察的事務。

至於出席我們的例會，「你的計

畫聽起來可行。」她說如果市長

參加她就加入。

消防局長杜安‧尼寇斯

Duane Nichols也一樣，他自稱

是扶輪的粉絲。當我出現在他

的辦公室 大廳對面是本市閃

閃發亮的四輛消防車 他說：

「貴社送給我們一些煙霧偵測器

和心臟去顫器。」在對我們這樣

的團體演說時，尼寇斯強調消防

安全的三個要素：每戶人家應該

有可用的煙霧偵測器；每個家庭

應該有一個火災逃生計畫；家裡

的每個人都應該知道逃生後的集

合地點。最後一個我沒做到，可

是那很重要。他說：「你最不樂

見的事情是有人重回火場去救一

個早就安全逃出的人。」

尼寇斯主動表示願意再到本

社演講。我說：「我們很歡迎，

可是這是邀請你以準社員身分出

席例會。你，市長，其他民間領

30 2019.7



來拿」(Stop & Shoplifting，後者

為順手牽羊之意）。這點幾乎是

熟食部自找的，大喇喇展示熱呼

呼的辣味薯條。大家一向都知道

我會偷根薯條。經理麥克 藍基

Mike Renkie不只原諒我，還答

應我要來參加扶輪例會。他也在

該店的年度顧客感謝日活動中給

我們一個攤位，在正面展示櫥窗

也留位置給我們。我們的海鮮濃

湯節就在那裡宣傳，跟 8.99美

元的紅鮭魚排放在一起。

在我們下一場週一例會，

我聆聽其他社員的招募行動。財

務顧問海倫 布雷茲 Helen Blatz

陳述一個錯失的機會。她說：

「還記得我曾帶來例會的朋友

嗎？我本來以為她會加入，可是

她最後選擇 BNI。」這是在我們

這樣的小鎮所要承受的風險之

一：除了扶輪，其他服務及商務

組織也會招攬會員，包括同濟

會、獅子會、青商會，以及這裡

提到的國際商務網絡 (BNI)。布

雷茲說：「外頭競爭很激烈。

你邀請人的時候希望看到對方

心動的眼神，可是並不一定都 

會有。」

蘇利文還記得扶輪只限男

性入社的年代，是他協助招募布

雷茲及其他幾位女性社員。他朝

接替他出任社長的珍 馬格里斯

Jenn Margolis點個頭後說：「她

們即將接手。幹得好。」他讚揚

讓扶輪社多元化及大幅降低社員

平均年齡的努力。「現在我們已

經有像珍及丹 薛佛 Dan Shaver

這種 30幾歲的社員。」

身為整脊神經醫師的薛

佛希望本社可以取得伊文斯敦

國際扶輪總部的協助來改善網

站，利用網路接觸年輕人。此

外，他希望找全國終止家庭暴

力網絡 (National Network to End 

Domestic Violence) 的安全網計

畫 (Safety Net Project)主任艾里

卡 歐爾森 Erica Olsen 入社。

她是他的太太。

高齡 90幾歲的包伯 馬哈

爾 Bob Mahar每星期在本社負責

帶唱。他說他十分支持吸收較年

輕的社員，「可是我不打算唱饒

舌歌」。

本社財務茱莉 柯雷門

Julee Clement報告說我們已經流

失好幾名社員，雖然她沒有對他

們的離開表示惋惜。她說：「他

們是 RINO 掛名的扶輪社

員。他們不出席，不繳社費，所

以我們把他們從名單中剔除。」

再來是塔拉 布魯斯特

Tara Brewster，綠野儲蓄銀行

(Greenfield Savings Bank)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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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副總裁。布魯斯特在許多方

面都是理想的社員人選，年輕，

有活力，關懷社區。可是她無法

每週出席例會。她說：「我們共

同的感覺是時間不夠。我積極參

與各種委員會及理事會的會議以

及人道工作。可是在一個日漸虛

擬化的世界，真實的關係比以往

都更重要，那就是扶輪的優勢：

在扶輪社員之間及扶輪社員與社

區之間建立私人關係。這種面對

面的互動十分重要，不僅是對事

業成功而言，也是人類對歸屬感

及更深入認識彼此的渴望。」

幾天後，布魯斯特稍來消

息：她將加入本社，連同她 3名

同事。他們的事業會員資格要

求他們每個人一個月出席一次例

會。不僅如此，綠野儲蓄銀行也

成為海鮮濃湯節的贊助廠商。

包括除名的掛名社員，本社

在過去半年流失 6名社員，增加

7名。還有 9位 包括市長、

警察局長、及消防局長──將共

同成為事業會員。這是個起步。

「庫克先生嗎？我是安妮，

納克威茲市長辦公室。」

是的，市長回覆我消息。隔

天早上，我到北安普頓公共工程

部報到。「林業、公園、及墓地

處」的林業主任兼樹木管理主任

理查 帕拉西里提二世Richard C. 

Parasiliti Jr.丟給我一件螢光黃的

背心。我的工作：跟他的工程人

員一起完成一次輪班。

接下來，我就坐在一輛載著

300加侖水箱的卡車裡，一路顛

簸穿過鎮上，查看市政府維護的

數百棵樹的一部份。跟著我魁梧

的夥伴強 阿爾索夫 Jon Althoff

一起坐在車裡，我學到街道與人

行道之間的草地在麻州這裡叫做

「樹帶」。我瞭解到樹木會受到

甲蟲侵擾、歐洲舞飛蛾攻擊、汽

車及卡車的撞擊、除草機、火山

口式覆蓋物的傷害。阿爾索夫指

著堆在「停下來買」超市外一棵

樹的樹幹周圍的覆蓋物說：「這

就是火山口式覆蓋物。它們會讓

樹無法呼吸。」覆蓋物讓水無法

抵達樹木根部。「你要的是圍著

樹幹的一圈環狀覆蓋物。」

我們在一所小學停車。阿

爾索夫啟動我們卡車的幫浦，把

水管交給我。我們鎮上新種的樹

木享有跟火山口式覆蓋物完全不

同的待遇：一個名叫「樹鱷魚」

(Treegator)的大型綠色袋子。這

些樹鱷魚可以裝 20加侖的水，

慢慢釋放，提供最完美的水量。

我的樹是一棵橡樹苗，沒比

我高多少。要讓樹鱷魚底部裝滿

水要一、兩分鐘。你幾乎可以聽

到樹發出舒暢的聲音。如果一切

順利，它 50年後可以長到 50英

尺高。到了 2069年，我希望社

員達到 200人的北安普頓扶輪社

可以在樹下舉辦夏季例會。

凱文 庫克的第 10本書《決戰第

十局》(Ten Innings at Wrigley)今

年 5月由亨利 霍特出版社出版。

還不是扶輪社員嗎？請到 rotary.

org/join。

尋找你當地的適合扶輪社嗎？利

用 Rotary.org的「尋找扶輪社」

(Club Finder)工具。

或是運用該網站「社員中心」

(Member Center)的「推薦新社員」

(Refer a New Member)工具，告訴我

們適合加入扶輪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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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年來，你一直致力於修 復 保 羅 哈 理 斯 Paul 
Harris在芝加哥的宅邸。現在
進行得如何？

外觀大致已經完成。我們在房

子後面做了很大的擴建，至少

可多容納 40到 50人。我們設

想，任何以扶輪為中心的組

織，從扶輪少年服務團，到扶

輪青年服務團，再到扶輪社，

都可以租用它來開會。我們仍

在努力將內部恢復到 1947年保

羅‧哈理斯去世時的樣子。他

從 1912年到 1947年一直住在

那裡，所以我們用舊照片來複

製當時的家具和裝飾風格。我

們還將展示文物，例如 20世紀

初保羅 哈理斯在小熊隊比賽

中所擲的那顆棒球。

2 施工期間有什麼驚喜嗎？ 

當我們將廚房恢復到原來的大

小時，我們發現了一個通往二

樓的樓梯。後來的屋主擴大了

廚房，並封閉了樓梯井。我們

還在原來的廚房和客廳之間的

牆上發現了一個小開口。哈理

斯增設了這個小開口，讓珍可

以很容易地將茶遞給他。後來

的一位業主還對封閉門廊上方

的區域進行了改造，建造了第

四間臥室。我們去掉那間臥

室，將陽台恢復，保羅 哈理

斯喜歡坐在外面的陽台。他熱

愛大自然。該地區的房屋都位

於林木繁茂的地段，以前街對

面是一個森林公園。那是 20世

紀初的一個富裕社區。

3 為什麼這個專案對你很 
重要？

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個宅邸

是名人故居。從美國人的角度

來看，它可以說是扶輪的維農

山莊（華盛頓總統故居） 

我們第一任社長的故居。許多

其他早期扶輪社員也聚居此

地。創始社員席維斯特 席勒

Silvester Schiele就住在保羅

哈理斯的正後方，據說他們在

策劃扶輪社的未來時，經常往

來討論，在兩家後門之間走出

了一條路。

4 你還需要什麼才能完成 
修復？

我們的募款目標是 500萬美

元。我們需要 200萬美元來償

還貸款和完成建設。另外 300

V
IK

T
O

R
 M

IL
L

E
R

 G
A

U
S

A

修復扶輪創始人宅邸
請教小羅伯特 克努普費爾
Robert C. Knuepfer Jr.
��������國際扶輪理事；修復專案主委

六個問題 
關於

萬美元將用於創建一個捐助基

金，來永久維護這個物業。我

們已募到 150萬美元，希望在

今年年底前募齊剩餘的資金。

5 扶輪社如何協助？ 

財務上有許多方式可以參與

 從普通捐獻到大額捐獻都

可以。還有冠名機會。例如，

扶輪社可以以 1,000 美元的錢

買一塊雕刻磚鋪在車道上。

房子裡的每個房間都可以冠

名。相關資訊見 paulharrishome.

org。社員們也可以直接透 

過 rknuepfer@rotaryone.club與我

聯繫。

6 你希望參觀這個宅邸的人能帶回去什麼經驗？

希望他們能瞭解到扶輪是世界

上最偉大的人道主義組織。我

們創始人宅邸的修復將讓後代

扶輪社員 包括那些還沒有

出生的扶輪社員 更瞭解扶

輪，看到 19世紀初扶輪故事開

始時的生活是什麼樣子。這是

一個將永遠存在的遺產，我希

望其他人也能同意並分享這一

願景。

撰文：Vanessa Glavinsk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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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0年初次約會時，法

蒂瑪 拉馬米 隆古魯瓦和強

恩 戈農 Jean Gagnon便聊到了

慈善事業。「我們浪漫地討論著

義工活動。」蒙特婁扶輪社（RC 

Montreal）社員拉馬米 隆古魯

瓦回憶道。他們當時年近退休，

正期待展開生命的下一章。

他們一拍即合，而他們的夥

伴關係也益發親密。2013年，

他們成立了「一見鍾情基金

會 」（Fondation Coup de Coeur, 

FCC），宗旨是在 2020年之前

為 30萬人提供潔淨飲水。同為

蒙特婁扶輪社社員的戈農，有道

路工程及鑽探的背景。而在摩洛

哥的小鎮哈傑卜（El-Hajeb）長

大的拉馬米 隆古魯瓦，則深知

潔淨飲水的重要。

截至今年 3月，FCC安裝

的供水及濾水設備，已經造福了

約 26萬 2,000人；該基金會有

三分之一的預算都用於扶輪主導

的計畫。FCC也協助媒合有意合

作辦理較大規模水資源計畫的扶

輪社。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妳和強恩

戈農如何選定基金會的服務 

焦點？

拉馬米 隆古魯瓦：在研究過幾

個我們可能把慈善效益發揮到極

致的介入領域後 水資源、健

康及教育 我們決定選擇水資

源。水媒疾病的患者佔用了全球

半數的病床，還有超過 10億人無

法取得潔淨飲水。在 21世紀還發

生這種事，是很令人不安的。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在摩洛哥的

成長背景為何讓妳對水資源感 

興趣？

拉馬米 隆古魯瓦：我還算幸

運，因為水源離我住的地方不是

很遠。為了取水，我早上得走差

不多半小時，下午再走半小時。

這對我的影響，其實就是我得花

時間去取水，而非寫學校作業。

現在我 64歲了，我還是會想著

那件事。後來，我們有了自來

水，讓我的生活簡單了許多。但

有些婦女每天仍得走上 10公里

路才能取得水源。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FCC如何成

為水資源計畫的紅娘？

拉馬米‧隆古魯瓦：由於我們參

與了許多成功的計畫，扶輪社都

找上門尋求建議。時至今日，在

累積這麼多經驗後，蒙特婁扶輪

社及 FCC儼然成為國際性水資

源計畫的經紀人及顧問。如果有

扶輪社或投資人想成為某個成

功的國際性水資源計畫的夥伴，

我們可以向他們介紹十幾個短時

間內就可以執行的高效性計畫。

舉例來說，2014年，在瓜地馬

拉舉行的「團結美洲計畫博覽

會 」（Uniendo America Project 

Fair）上，我們遇見一名秘魯的

扶輪社員，他正在尋找某個國外

的扶輪社承辦他家鄉的一項水資

源計畫。然後，我們聯絡了魁北

克省埃默斯扶輪社（RC Amos）

的克利斯汀 勒布朗 Christian 

Leblanc。這兩個扶輪社展開合

作，促成了秘魯聖羅莎（Santa 

Rosa）村的一項計畫。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妳如何選擇

要辦理和推廣的水資源計畫？

拉馬米 隆古魯瓦：我們有一份

評估標準表，包括是否有個可靠

的主辦社願意承辦計畫並確保其

永續性。當然，首先是這項計畫

必須出自於社區本身。如果社區

沒意願，就不能強加計畫在他們

身上。或許他們需要水，但可能

也需要別的東西。你必須和社區

民眾坐下來，徵詢他們的意見。

讓他們講。大多數的時候，在那

些偏遠村落，村民們提出的第一

件事就是：「我們需要水源。」

但切勿把你的想法強加於人；讓

他們說說他們需要什麼。

撰文：Nikki Kal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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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婦女每天仍得走上 10公里路才能
取得水源。」

法蒂瑪 拉馬米 隆古魯瓦 
Fatima Lahmami Langlois

慈善紅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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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次參加國際年會的經驗改變了我的一

生。那次國際年會之前，我對扶輪的瞭解都是

關於我的扶輪社和地區以及我們所做的好事。

但這並沒有讓我預期到扶輪每天在世界各地所

做那麼多的不可思議的服務的故事以及我們對

數十億人生活產生的影響，這是我參加那次國

際年會才知道的。

那次國際年會是我對我們組織奉獻的開

始，這也是我今天之所以在這裡的原因。我在

那次年會上聽到的話都鏗鏘有力，但真正讓我

印象深刻的是我所遇到的人 以及我們彼此

分享的故事。正如保羅 哈理斯曾經說過的那

樣，「無論扶輪對我們意味著什麼，對世界來

說，它將因其成果而揚名世界。」

這些成果並非憑空從天而降。我們是透

哇，你們真是一群了不起的人。非常感謝

你們來和我們一起出席在漢堡舉行的 2019年

國際扶輪年會。

感謝你們今年和我們在一起，也感謝你們

使我和 Esther的旅程成為我們一生中最精彩

的冒險之旅之一，我無法完全表達我的感激之

情。星期三我會有更多的時間來詳細說明我作

為國際扶輪社長的不可思議的經驗。

但今天上午，我想給大家預告一下我們為

你們打造的精彩節目。今天在場有多少人是第

一次出席國際扶輪年會？

我永遠不會忘記我第一次參加的國際

年會。那次國際扶輪年會是在拉斯維加斯舉

行，所以我想，為什麼不趁機在拉斯維加斯玩 

玩呢？

國際扶輪社長拉辛致歡迎詞
����年 �月 �日

����漢堡國際年會講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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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持續做出承諾和持續堅持我們的價值觀才

獲致這些成果。今年的年會透過頌揚扶輪的核

心價值來 「緊抓難忘的片刻」。在接下來的四

天，你們會聽到鼓舞人心的故事，這些故事將

強調扶輪的多樣性、領導能力、聯誼、正直和 

服務。

對扶輪社員而言，這些不是空話。它們

是我們組織的指導原則，定義了我們的文化和 

行動。

我們相信多樣性，因為扶輪在巔峰狀態下

能將全世界團結在一起，因此必須反映人類的

每一部分。除非你能準確地看到和聽到世界，

否則你就不可能為世界提供適當的服務。多樣

性確保扶輪代表所有聲音，用每一種語言說

話。這包括年齡、性取向、性別、種族、族群

和能力。

我們必須確保讓更多的婦女加入扶輪，並

獲得領導職位。正因為如此，今年國際扶輪理

事會設定的目標是 2023年 6月以前要將扶輪

和領導職位的女性人數增加到 30%。我們決心

採取行動實現這些目標，我希望我們能夠更早

實現。

在 2020-21扶輪年度，首次將有 6名女性

擔任理事。六個女性！這占理事會的 31%。現

在，我們的扶輪基金會也產生了第一位女主委 

（Brenda Cressey布蘭達 柯雷希）。

第二個核心價值是領導力。領導力不僅

僅是獲得負責任的職位而已。作為人道主義

服務和志願服務的領導人，我們必須不斷提升

我們的技能，並透過輔導來分享我們的經驗。

在過去的一年裡，我受到了世界各地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員們所表現出的不可思議的領導力的

激勵。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們，你們在嗎？漢

堡，你們或許不知道，是披頭四樂團的真正誕

生地，這支樂隊在他們 20多歲的時候改變了

流行音樂的面貌。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是扶輪社的搖滾明

星。他們的偉大夢想以及甚至更大的行動激勵

了我們。我呼籲所有頭髮灰白、多年來為這個

組織奉獻良多的扶輪領導人們，要注意到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員們所說和所做的。他們是扶輪

的未來。

不同背景的人們去領導和跟隨不同世代的

人 這就是聯誼的意義所在。透過我們的服

務，我們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學會更有效地

運用彼此的技能。

透過合作，我們釋放了無限的潛力。我們

的聯誼超越了所有的國界，使得扶輪成為促進

全球和平的力量。

當然，如果我們想成為領導人，如果我們

想把世界導向更光明的未來，我們就必須以激

發信任和信心的方式來行事。這就是為什麼正

直是我們的核心價值觀之一。

正直就是不容忍不良行為。我們期望我

們的職員和朋友，在手段和目的上，要有責任

感。我們在專業上和私生活上都採用了高道德

標準。在與他人打交道時，我們是公平和尊重

的，我們要有意識地和負責任地使用託付給我

們的資源。

時時刻刻以誠實和正直的態度行事可以建

立信任 並使我們能夠回到我們最喜歡的扶

輪服務價值的最終核心。

服務他人是我們使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無論是透過個別扶輪社的計畫和行動、扶輪的

六大焦點領域，還是對扶輪基金會轉型的支

持。而最能定義我們和我們全球使命的服務是

持續不斷全世界根除小兒痲痹的目標。

我們已幾近在全世界根除小兒痲痹。現

在，我們聯合我們的全球根除小兒痲痹夥伴，

正在發動新的戰略來衝破終點線，實現一個沒

有小兒痲痹的世界。儘管我們取得了令人矚目

的進展，但目前情況證明最後的根除步驟是最

困難的。

本週，你們將聽到關於根除小兒痲痹工作

和最後步驟之戰略的資訊豐富、最新的討論。

這是艱苦但必要的工作，包括在不安全和衝突

中去接觸兒童，克服導致兒童未接種或未完整

接種疫苗的差勁衛生系統，以及處理許多操作

和管理風險。

這個戰略將會成功，但前提是它能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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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夠資源的情況下充分實施。在你們的服務之

下，這條路我們已走了這麼遠，但為了為世界

上所有的兒童而圓滿完成這個扶輪使命，我們

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你。

我們已進入馬拉松比賽的最後一英哩。最

後一英里總是最具挑戰性的，但終點線就在眼

前。我們決不能在此刻停下來。我們能夠而且

必須履行我們的承諾。

以上簡單預告你們未來幾天將會看到的東

西。我知道每年的國際年會有多麼令人難忘。

但我也知道，扶輪的力量並不在講臺這裡。扶

輪的力量在你們和你們社裡的扶輪社友身上，

以及在你們透過服務接觸到其生活的數十億人

身上。

現在，讓我們緊抓難忘的片刻和漢堡精

神，把我們所有的核心價值帶回去。

非常感謝你們來和我們一起出席年會。

台灣 12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9年 4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2018年 
7月 1日

2019年 
4月 30日

2018年 
7月 1日

2019年 
4月 30日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數

衛星社
社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扶輪社
社員人數

衛星社
社員人數

3461 60 3 62 2 2,898 31 3,075 35

3462 61 2 61 2 2,553 15 2,661 15

3470 61 12 64 10 2,394 184 2,317 154

3481 74 13 76 14 2,365 117 2,471 133

3482 72 10 70 11 2,286 143 2,304 152

3490 94 8 98 8 5,096 115 5,195 101

3501 77 18 80 18 2,884 128 2,947 127

3502 57 11 62 11 1,890 115 2,452 110

3510 94 17 95 16 3,245 290 3,054 245

3521 47 4 48 3 1,692 48 1,738 53

3522 59 4 60 4 2,310 53 2,430 60

3523 70 10 70 10 2,275 52 2,220 45

總計 826 112 846 109 31,888 1,291 32,864 1,230

搬家
大甲北區社辦事處地點電話變更：
地址：台中市大甲區幼獅路 36號 2樓
電話：(04)26813365

台北市華欣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號 5樓之 8

電話：(02)25682795

台北市華樂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區長春路 20號 5樓之 8

電話：(02)25361620

台北景福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
地址：104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53巷 20號 4

樓 1室

台北老松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地址：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 53巷 20號 4F-1

台北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地址：10008台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一段 83

號 6樓 A14

台南夢時代社辦事處地點變更：
地址：台南市永康區自強路 750巷 45弄 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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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有三個退休

的美國人聚在墨西哥卡門

灘的一家酒吧喝酒。在搬

到坎昆 Cancun以南一小

時車程的猶加敦 Yucatan

半島上這個低調的海濱

小鎮之前，這三人在美

國都是扶輪社社員。和

許多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的人一樣，他們曾在這

裡度假 這裡有世界

級的潛水、釣魚、高爾

夫、馬雅文明遺址，他

們是為此而來。最後，

他們每個人都決定搬到

這裡定居。

那天坐在酒吧前，

他們抬頭看到牆上熟悉

的 扶 輪 齒 輪。「 你 覺

得，」道格 摩根 Doug 

Morgan若有所思地說，

「他們會讓我們在這裡

成立一個講英語的社 

團嗎？」

2012年，卡門海濱

扶輪社授證成立，有 30

名創社社員，其中大多

數是來自美國和加拿大

的外籍人士，但也有一

些當地商人。兩年內，

他們在丹佛扶輪社成員

約翰 克魯格 John Klug

（每年冬天來卡門灘過

冬時，在這個海濱扶輪

社補出席）的協助下，

從丹佛的 「治療 CURE專

案」 向一家紅十字會診所

運送了一整車的醫療用

品，此一行動一炮而紅。

我們的扶輪社
一炮而紅

墨西哥卡門灘海濱 Playa del Carmen Seaside扶輪社

卡門灘海濱扶輪社員麥可 其南Michele Kinnon （左起）、約翰 克魯格 John 
Klug、安琪兒 卡瑞拉 Angel Carrera、黛博拉 馬漢 Deborah Mahan 和道格
摩根 Doug Morgan 在方德瑞斯 Fundadores公園。

JO
N

A
T

H
A

N
 C

O
S

S
U

38 2019.7



「這的確讓我們出盡風

頭，」摩根說。「我們引以為

榮。對於一個新的扶輪社來

說，為我們新的紅十字會診所

取得 50萬美元的醫療設備確

實不同凡響。 」

「除了我自己的扶輪社

以外，這是我知道的最不可

思議的扶輪社，」 克魯格說。

「我去過世界各地的大大小

小扶輪社。我稱這個扶輪社

為『可以有所作為的小扶輪

社』。他們所取得的成就令人

難以置信。」

摩根說，這個扶輪社每

週二在憲政大道的波士頓披薩

店共進午餐，比北美的許多扶

輪社都要非正式。「據我所

知，很少有扶輪社穿著短褲

和拖鞋開會。這是一個海灘社

區。這是一個退休的社區。雖

然我們非常非正式，但即使過

著悠閒日子，我們仍然專注於

為我們的新社區做好事、回饋

和幫助海灘上的孩子們。」

在最近一個陽光明媚的

星期四，儘管這不是例會日，

有大約一半的扶輪社社員浩浩

蕩蕩來護送來訪的記者。鑽入

汽車和貨車後，他們駛離市

區，一直開到一條泥土路，然

後寸步難行地走到克里斯托雷

伊 Cristo Rey小學。該扶輪社

經由社員蓋爾 柯林斯 Gayle 

Collins知道有這所學校，柯

林斯經營著一個名為「把孩

子留在學校裡」的非營利組

織，來幫助卡門灘的人家支付 

學費。

「這個扶輪社如此成功

的原因是人，」柯林斯說。

「社員們非常積極，他們想要

有所作為。」換句話說，他們

之中有許多人可能已經退休，

但他們並沒有從扶輪退休。

觀光業將卡門灘從一個

小漁鎮變成了墨西哥發展最快

的城市之一。克里斯托雷伊學

校服務的許多家庭來自墨西哥

其他地方，他們到此尋找工

作。海濱扶輪社的社員們提供

課桌給教師們，並在學校安裝

了淨水系統、太陽能電池組和

陰涼的戶外座位區。

在向校長問好並參觀了

新的供水系統後，這群人繼續

開車去另一所學校，學校名為

「京貝 Kiin Beh」 ，馬雅語的

意思是 「通往太陽的道路」。

來自海濱扶輪社的新供水系統

即將為該學校及周邊社區提供

乾淨的水。

接著，他們前往托雷斯

德拉巴斯（Torres de la Paz）， 

這是一個小村莊，居民們在穿

過叢林的巨大電纜下弄了簡

陋的房屋。這裡是一個非正式

的屯墾區，無法獲得政府的服

務，所以居民們蓋了一所學

校，海濱扶輪社為學生成立了

一個午餐計畫。該扶輪社還安

裝了一個太陽能電池組為廚房

供電，很快學校將有一個同時

供水給村裡用的淨水系統。

最後一站是紅十字會診

所，這個診所的牆上掛著一塊

感謝牌，感謝卡門灘海濱和丹

佛扶輪社提供「必要的醫療設

備和用品」。

來自世界各地的扶輪社

員源源不斷地來到卡門海灘度

假，他們看到了海濱扶輪社社

員們努力的成果。

「我們是一個受到激勵

的扶輪社，」摩根說。現在，

該社正在進行一個稱為 「六

大」 的專案：6卡車的醫療設

備將送到該區 6個州的醫院。

這個專案始於該社在治療專案

首次交貨後獲得的地區獎助

金。在與丹佛扶輪社合作之

下，該社隨後獲得了扶輪基金

會 15萬美元全球獎助金。其

他資金來自美國和加拿大各地

的扶輪社，以及哥斯大黎加的

另一個地區獎助金。

雖然有語言障礙，而且

缺少大多數扶輪社所享有的深

厚社區聯繫，但這些並沒有阻

止這個小扶輪社進行如此令人

印象深刻的專案。「我認為

他們的故事可以鼓舞世界各

地扶輪社，讓他們知道扶輪社

規模大小並不重要，」克魯格

說。「你可以完成最令人難以

置信的事情，如果你動手去做 

的話。」

即使過著悠閒日子，我
們仍然專注於做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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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理事長暨本刊發行人的話���
3502地區前總監 陳弘修  PDG ENT

 

「以台灣扶輪，來連結世界」
寫在扶輪月刊電子版之發刊

這是台灣扶輪月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也是一個台灣扶輪月刊展開新一頁的日子，台

灣扶輪月刊的電子版就在這個月，  2019年的 7月正式登場。

台灣扶輪月刊自 1960年創刊至今已有 60年的歷史，從最早期的季刊，至 1983年開始

雙月刊，再至 1990年開始月刊，它走過了一甲子的歲月，它一直是我們所有台灣扶輪社友

的良伴，也在台灣扶輪成長過程中扮演一個相當重要的角色。

台灣扶輪月刊內容豐富而精彩，概分為「世界扶輪資訊」、「地區活動報導」，及「扶

輪作品」，每期大概有 110頁左右。較諸其他的扶輪雜誌平均約 50-60頁，可以說是多了一

倍的內容，同時它的印刷精美，編排賞心悅目，便於閱讀。協會的職員們有著多年的經驗，

從執行長至美編，無不為出版一本內容涵蓋扶輪世界，文章紮實，雋永，照片精彩、清晰的

雜誌而努力，以求盡善盡美合乎所有社友之所需。

今日，「台灣扶輪月刊電子版」的呈現是時勢所趨，是環保所趨，是便利原則所趨，更

是經濟原則之所趨，但有了電子版月刊，我們依舊有相當數量的手冊版發行，以因應社友的

閱讀習慣。另外，協會將提供所有社友「扶輪電子智庫」，電子智庫的內容包含了「國際扶

輪資料庫」、「扶輪基金會資料庫」、「講習會 PowerPoint資料庫」、「例會主講人資料

庫」等等。其中「講習會 PowerPoint資料庫」可讓社友們複製下載，以方便演講內容的準

備，而智庫的資料將會隨時增加並做更新 (update)，相信「扶輪電子智庫」將會對所有社友

在找尋資料與了解扶輪有極大的幫助。協會也深信透過大家的努力，「扶輪電子智庫」將成

為台灣扶輪的寶庫，裡面有無窮無盡的扶輪寶藏貢獻給社友。很重要的一點是智庫也有搜尋

的功能，只要打入關鍵字，就可如Google或Yahoo的搜尋引擎一般，找到相關的扶輪資料，

這也是極其方便之處。

總之，「台灣扶輪月刊電子版」的發行及「扶輪電子智庫」的建立是協會努力的新方

向，相信它們一定能夠帶給所有社友對扶輪知識的需求，有著更大的便利、更豐富的資源，

希望大家多加利用，更希望所有社友能訂閱支持「台灣扶輪月刊」，讓台灣扶輪的月刊訂閱

率 (32%)能迎頭趕上日本 (103%)、韓國 (90%)、泰國 (103%)的訂閱率，也讓我們一起「以

台灣扶輪，來連結世界」。



我出生於苗栗縣竹南鎮。畢業於新

竹中學，輔仁大學，美國 The Bloomsburg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MBA，及交通大學

EMBA。擔任過國立台中一中家長會會長，中

華民國造紙技術協會理事長，台灣造紙同業公

會理事、監事，經濟部中央標準局國家標準起

草委員會委員，國立台中一中教育基金會董

事，國立台中一中校友會顧問，台中市政府市

政顧問等。現在是廣源造紙公司的執行董事兼

副總經理。

民國 53年我祖父謝清林先生在他 60歲

的時候創立了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50幾

年來在所有家族成員的共同努力之下，公司成

長非常迅速。目前除了造紙事業之外也已轉型

做土地開發及其他的投資。在新竹科學園區竹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461 地區總監

謝東隆 DG Paper

南基地旁邊我們已成功開發了約 56甲地的廣

源科技園區，最近在廣源科技園區旁 20餘甲

的住宅區申請案也已通過環評，進入開發階

段。在大甲幼獅工業區的工廠土地面積也有近 

30甲。

造紙業一直都被認為是高污染的行業，

但是廣源公司卻是環保的模範生。我們曾經五

次榮獲代表台灣環保最高榮譽的中華民國企業

環保獎，我本人也曾三次獲邀進總統府接受李

登輝總統的頒獎表揚。十幾年前我們便引進技

術將造紙廢棄物做成衍生性燃料來代替煤炭發

電，且將發電鍋爐的灰渣作成磚以減少事業廢

棄物。2013年更投資太陽能發電，廣源可以

說是台灣綠色能源的先驅。

我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我和我太太柯

女兒女婿全家合照 與兒子媳婦合照

Paper夫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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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嬿是參加輔仁大學服務迴龍樂生療養院痲瘋

病患的樂生服務隊認識的。淑嬿畢業於高雄女

中，輔仁大學。擔任過高雄市樹德女中營養學

教師，廣源造紙股份有限公司會計主任，億隆

運輸股份有限公司財務經理，台中一中媽媽聯

誼會第四屆會長。

我們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都已分別嫁

娶，且都受過很好的教育。女兒畢業於曉明女

中、輔仁大學，並擁有東海大學，巴西聖保羅

大學MBA雙碩士學位。女婿也是聖保羅大學

MBA的碩士，現育有兩個兒子。

兒子畢業於台中一中、交通大學，並取得

美國威斯康辛工業工程研究所及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財務管理研究所的雙碩士學位。媳婦畢

業於北一女中、政治大學，也是美國伊利諾大

學香檳分校財務管理研究所的碩士，現有一個

女兒。兒子和媳婦現在都服務於金融業。

我 1988年加入大甲北區扶輪社，1991年

便加入總監團隊擔任 GSE主委。加入扶輪社

後我從許多事業有成、德高望重的扶輪前輩身

上學習到正直、熱誠、親和力等許多待人處事

和領導統御的方法，我將這些方法應用在自己

事業的經營上。幾十年來，公司的營運非常順

利、勞資和諧、企業形象蒸蒸日上。尤其四大

考驗的實踐讓我在擔任造紙技術協會理事長、

台中一中家長會會長等社會團體時也得心應手

且得到很大的肯定和成就。

參與地區團隊服務多年，讓我深深體會到

付出越多，獲益越大的真諦。而擔任地區秘書

長、地區助理總監、分區助理總監之後也使我

更熟悉地區服務的各項行政工作。Paper十分

榮幸能夠擔任 3461地區 2019-20年度總監。

我一定竭盡所能來為所有的社友及寶眷服務，

貢獻扶輪，回饋扶輪。以下是我的地區扶輪 

經歷：

地區扶輪經歷：

1988年加入大甲北區輪社

1991-1992　地區 GSE主委

1994-1995　大甲北區社第十屆社長

2000-2001　地區年會秘書長、地區WCS主委

2001-2002　地區國際服務委員

地區WCS委員

2002-2003　地區世界社會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4-2005　地區永久基金捐獻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地區WCS委員

地區國際姊妹社委員

2006-2007　地區配合獎助金委員

2009-2010　地區糾察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地區簡化獎助金委員會副主委

2011-2012　地區秘書長扶輪基金鉅額捐獻獎

得獎人

扶輪領導學院結業

2013-2014　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會議講師

2014-2015　地區助理總監

巴西聖保羅國際年會促進參加委

員會執行長

3461地區 Paper伉儷與Mark伉儷合照

參加 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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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016　地區社訓練師暨引導人訓練會議

結訓

第 38屆地區年會分組討論公共關

係組主持人

2016-2017　2-4分區助理總監

亞特蘭大國際年會台灣館執行長

2017-2018　地區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扶輪基金會保羅 哈理斯協

會協調人

多倫多國際年會促進參加委員會

副主委

3461地區 2019-20年度總監提名人

2018-2019　3461地區 2019-20年度總監當選人

地區年度口號：

2020年 2月 23日是國際扶輪成立 115週

年的紀念日。為了慶祝國際扶輪成立 115週

年，同時宣揚國際扶輪 100年來行善天下的博

愛精神，3461地區 2019-20年度地區的口號是

「歡頌扶輪 歡送愛」。

地區2019-20年度工作目標及活動計畫：
一、地區年度工作目標

1.協助各社達成 RI年度扶輪獎（RI社長

獎）目標

2.社員成長之規劃目標：社員「質與量」

的提升

(1)各社社員人數淨成長。

(2)女性社員或未滿 40歲社員人數淨成

長。

(3)成立新社、衛星社。

(4)招收新血（扶青團團員、寶眷入

社、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及扶輪基

金會前受獎人）。

(5)社員人數目標達 3,300人以上。 

二、地區年度服務計畫及活動規劃

1.地區扶輪日大型活動：與台中市社會局

合辦。

(1)日期：2019年 10月 27日

地點：台中文心森林公園

(2)活動主題：宣揚根除小兒痲痹的成

就、反毒遊行、公益、提升扶輪公

共形象。

(3)社區優質文藝表演。

2.生命橋樑助學計畫：幫助中部地區弱勢

大學生，提供助學金及聘請國際級教練

為受獎學生做職前訓練，縮短進入職場

的摸索。

3.鼓勵各社輔導成立「扶輪社區服務團

RCCs」，連結社區，了解社區的需

求，以利各社做好服務計畫。提升扶輪

社的公共形象與認知，吸收新社友。

4. 3461地區 2019-20第三屆地區年會恢

復為一天半。日期：2020年 3月 28-29

日。地點：中興大學惠蓀堂

5.地區扶青團領導人訓練研習會，日期： 

2019年 5月 25日下午。

6.地區扶少團幹訓及扶少團地區年會不丹義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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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PRIP Gary將擔任扶輪基金管理委員會

主委，全力支持扶輪基金會，鼓勵社友

踴躍捐款。

2.鼓勵及增加全球獎助金或地區獎助金贊

助服務計畫。

3.捐獻年度基金的社員人均捐獻額為至少

US$100。

4.鼓勵捐獻根除小兒痲痹基金及捐獻基金

（永久基金）。

5.鼓勵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地區全年度捐獻：鼓勵社員每人平

均捐獻 NT$600以上。

(2)提供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獎學金。

(3)鼓勵捐贈冠名獎學金。

8.鼓勵參加扶輪國際會議：

(1) 2019年扶輪地帶研習會：2019年

11月 29日 -12月 1日，在馬尼拉。

(2) 2020扶輪國際年會：2020年 6月

6-10日，在美國夏威夷。

(3) 夏威夷國際年會早鳥報名優惠

（2019年 6月 1-5日）。

(4)鼓勵參加 2021年台北國際年會，早

鳥報名優惠（2020年6月6-10日）。

(1)地區扶少團領導人訓練研習會，日

期研議中。

7.扶輪之子認養計畫

8.青少年領袖獎訓練營 (RYLA)

(1)目的：培養、儲備具領袖氣質的扶

輪青少年。

(2)日期：2020年 2月 1-2日。

(3)地點：沙鹿區翔園會館。

9.國際醫療服務及職業訓練團隊 VTT計

畫：2019-20年度將前往菲律賓做醫療

國際服務及 VTT。

10.扶輪友誼交換 (RFE)計畫。

11.青少年服務計畫：

(1)鼓勵各社派遣／接待扶輪青少年交

換學生 (Rotary Youth Exchange)。

(2)鼓勵各社派遣年齡較大青年參加

NGSE。

(3)鼓勵各社派遣青年參加國際營隊。

12.地區慈善馬拉松公益慢跑活動：預訂

2020年 2月 28日（五）和 3462地區

合辦公益馬拉松。

13.鼓勵各社 100%訂閱台灣扶輪月刊。

三、地區年度國際扶輪基金捐獻計畫

2019-20年度 P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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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溫馨圓滿氛圍一直是我努力往前不怠的動

力，也呼應 2019-20年度 RI社長馬克宣導的

主題之一「家庭連結」。

2008年 PDG Concept總監辦了場日月潭

環湖馬拉松開啟我對馬拉松熱戀，鍾情於跑

步所帶來健康體態及逆齡面貌，參加數十場國

內北中南知名馬拉松賽，每一場唯一支撐我完

成賽程信念不二法門即是「堅持、超越」，42

公里挑戰路程中除了汗水更加注思緒清晰面對

上坡、下坡配速，猶如人生事業上有未知起

伏。Saxophone是我閒暇之餘陶冶心性樂趣之

一，約莫 12年前由我組成南瘋 Sax重奏團，

此樂團多次受邀教育部於國立藝術館和知名書

法家結合演出，並於彰化演藝廳及員林演藝廳

與世界級大師同台售票演出，音樂能沉澱我急

出生於台中大安鄉靜謐海邊，畢業於淡

江大學產經系及彰化師範大學高階管理碩士，

目前任職羿晨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六星集團的副董事長。能有今日事業上成就，

皆要歸功於背後默默支持與陪伴我的那雙背後

推手，讓我無後顧之憂在事業上放手一搏。另

外，還要感謝我的一對兒女，在學習成長過程

中我因工作上忙碌略疏於陪伴，但他們卻各自

專業領域上有所專精不勞我費心，兒子畢業於

台大會計系，女兒則主修廣告、美容設計。家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462 地區總監

黃進霖 DG Maclin

DG Maclin全家福

DG Maclin伉儷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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躁浮動性情且能讓我身段線條能夠柔軟地處理

人際關係，更能以樂會友結識不同領域上的 

翹楚。

個人曾被遴選為淡江大學及彰化師大傑出

校友兼會長，為學弟妺的表彰，也多次受邀到

各企業、團體及學校公益演講與授課分享我的

專業知識。2018年更被選上 23屆的傑出總經

理並獲蔡英文總統召見授獎。除了個人受到學

術界認可外，工作上我更是不落人後，不但帶

領六星集團推動 AS9100航空認證往航空產業

跨進，成為台灣第一家航太傳動元件認證的工

廠，成為業界的領頭羊，籌組航太團隊一直以

來是政府諮詢的最大窗口。PDG Music總監於

我擔任彰化第一分區的助理總監時，一直戲稱

我為「嘜擱飲」。藉此我也希望大家叫我「嘜

擱飲總監」。陽光、幽默、風趣、不拘小節是

我的形象 Logo，不慣於沉疴守舊不變處事態

度，向來以輕鬆、年輕活力與世界接軌行事風

格落實在工作，不懼地迎接工作上風雲萬變以

堅定踏穩步伐往前扎根。秉持著上司、下屬一

家親經營公司態度，成功締造輝煌業績，多年

來一直是國外出口的績優廠商外也是人人稱羨

的幸福企業。

1991年 34歲時，加入了彰化南區扶輪社

至今已有 28年社齡之久，1993年擔任秘書一

職適逢扶輪國際年會「乾杯在台北」躬逢其盛

獲益甚多，恰巧 2020-21年扶輪國際年會也經

由台灣主辦可參與推廣，扶輪資歷從社長、地

區副祕書長、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年會主委、

地區助理總監、地區 RYE主委、到 NGSE新

世代交換主委⋯等等均有我學習付出的鑿痕，

尤其是青少年交換及新世代服務交換這區塊

2019年 5月 19日國際扶輪 3462地區 2019-20年度地區社員發展暨扶輪公共形象研習會 (DM&PI)

攝
影
：
林
南
昌

Li
fe

46 2019.7



從未間斷參與付出，這段學習過程

陸續當過八個國家青少年的轟爸，

藉由扶輪社機緣成功地搭起世界各

地善緣，每逢佳節或生日時祝福關

懷的問候不絕於耳，「爸爸生日快

樂！」頓時，整股暖流竄至全身欣

慰異常，國際扶輪推行青少年交換

這項服務行之已久，制度非常完善

並成就無數青少年開闊國際觀，身

為主委雖辛苦卻也是獲得直接的 

感動。

能成為國際扶輪 3462地區第

三任總監是我的榮耀與責任的開

端。以下是我對 2019-20年度 3462地區的幾

項期許與目標：

支持與強化健全扶輪社

支持各種不同見解及背景的社員能推動嶄

新的想法，從多元的角度理解社區的需求。鼓

勵社員積極參與貢獻自我的才能和興趣，並對

扶輪的未來提供寶貴的意見。開創新社固然重

要，但健全現有的扶輪社更是當今首要任務，

先有根本才能向外發展。

聚焦增加人道服務、連結世界

請扶輪社員、新世代、扶輪前受獎人等參

加六大焦點領域（和平及預防、衝突解決、預

防及治療疾病、水及衛生、母親及兒童保健、

基本教育及識字、經濟及社區發展），來改善

本地和全球各地的社區。

多元服務正面影響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以正面的公共形象加深扶輪社與社區之間

的關係，吸引更多潛在社員。我會舉辦以專業

人士為對象的交流活動，並積極邀請社區人員

參加。還會舉辦座談會或研習會，來探討社區

的服務重點。藉此協助各界人士共同尋求解決

之道。

加強新世代服務給青少年更臻善美的願景

扶少團、扶青團、RYE、GSE、NGSE、

RYLA、VTT、國際青少年暑假營隊、生命橋

樑青年學子的助學計畫。

生命是有限的，但為扶輪服務的精神是

無限的。扶輪社這大家庭充滿溫馨、充滿愛。

扶輪孕育了我，使我成長，我也必將畢生投入

於扶輪。我將秉持著「進來學習，

出去服務」，「服務越多，收穫越

大」與「珍惜每一個付出的機會」

的態度，遵循過去扶輪社優質傳

統，持續為扶輪貢獻自己的微薄之

力、建立扶輪社可長可久的制度，

光耀扶輪！並將這樣的精神繼續傳

承下去，用服務締造生命的價值！

Make a difference, be a Inspiration 

and connect the world 締造不同，勵

志向前，與連結世界，致力於扶輪

持恆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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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考取台南一中，就讀初中及高中部學業順

利。畢業後考取國防醫學院醫學系，主要是因

在學期間一切公費能減輕家裡的負擔，也能達

成父親的心願「當醫師是人前人後的驕傲」，

這是我心裡最高興的事。

國防醫學院就讀期間，學業繁重、生活

起居軍事化管理，當時能順利畢業在社會，在

我出生於柚城──麻豆，沒有顯赫的家

世背景，父親任職麻豆總爺糖廠，他是一位司

機，收入有限，所以母親以養豬為副業來貼補

家用，從小父親鼓勵我們四個兄弟要出人頭地

一定要努力讀書，兄弟們不負他所望，我三位

弟弟都服務於公職經理級職務。自小我勉勵自

己要用功讀書、不敢懈怠。小學畢業獲得縣長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470 地區總監

李松江 DG James

3470地區總監 DG James及夫人 PP Syl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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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界都是佼佼者。畢業時我期許自己「勿好高

騖遠、要實事求是」，將來要做一位「仁醫」

而不是「名醫」。在軍中服務十年，雖然身負

軍職有諸多限制，但在醫院服務期間，學習許

多精湛的醫術，更獲得寶貴的臨床經驗，1981

年我是左營海軍總醫院外科骨科主治醫師，當

年以海軍少校醫官退伍，退伍後選擇善化地區

為執業場所，至今時過三十多年我一直不忘初

衷為有病痛的患者提供最佳的醫療品質服務，

讓患者能獲得身心靈的健康。

接觸扶輪是 1991年善化扶輪社籌備創立

時，社友懇切邀請我加入，經由深入瞭解扶輪

是服務社區的社團，我欣然接受參與。善化

扶輪社在 CP Light林耿清的努力下於 1992年

正式創立，我擔任第七屆 (1998-99)社長，當

時總監是 PDG Kent，在他的領導下我學習很

多，我也輔導成立善化蘭心扶輪社。

這次能接受善化社推薦，承擔 2019-20年

3470地區總監，母親的期許、兒女的支持，

最重要的是我終身伴侶歐桂秀 PP Sylvia的相

知相挺、共同承擔。她與我相識是在台北榮總

當實習醫師時，當時的她是台北榮總的護士，

姻緣天注定，相識後有很多不期而遇的事發

生，並且我倆更有相同的理念、嗜好，加深認

識喜愛而共組家庭，婚後育有二女一男，她相

夫教子，目前兒女們都已成家，有穩定工作，

也讓我們擁有四位可愛的孫子女。平時她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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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配合台灣 12地區推動消除 C肝全球

獎助金服務計畫。

三、延續推動「生命橋樑」助學計畫。

四、延續推動「青少年深耕計畫」。

五、鼓勵參與「扶輪公益網」公益活動。

六、基金捐獻、根除小兒痲痹，希望每

位社友都能參與推動 EREY。

活在當下，盡力而為，展望 3470地區在

社員發展、基金捐獻、服務社區連結世界有亮

麗的呈現。

協助診所一切醫務工作，對內對外都是我最得

力賢內助。值得一提的是 1998年蘭心社成立

時她擔任創社秘書，也是蘭心社第五屆社長，

曾擔任過地區的副秘書長、助理總監等職務，

對扶輪社的投入及貢獻可說是全心全力。 

國際扶輪及台灣地區的前總監們扶輪的支

持及付出很令我敬佩，尤其對提攜後輩扶輪領

導人更不遺餘力。在 DGND、DGN、DGE參

加多次講習會、地帶會議、聖地牙哥國際講習

會，使我更瞭解扶輪，更知道如何執行及領導

地區，發揚扶輪精神加以服務社區，用愛關懷

世界。

2019-2020年度「扶輪連結世界」，在

DTTS、GETS、DTA我強調扶輪家庭能多參

與，透過扶輪活動能帶動各社關懷社區，連

結各社團的力量熱心服務，將來年計畫順利 

執行。

一、規劃在雲嘉南地區分別舉辦大型

「搶救記憶」活動，關懷失智，得

能早期發現早期治療，延緩失智

症。利用活動，社友、寶眷能親身

參與服務提升扶輪公共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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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忱進來學習 快樂親手服務 服務連結世界
姓名：李文森 Vincent

籍貫：宜蘭縣

所屬扶輪社：台北大世紀扶輪社

職業分類：製造、出口貿易

學歷：企業管理碩士 (MBA)

社會學經歷：
森茂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隆茂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協達光電（股）公司董事

協迅科技有限公司顧問

地區扶輪經歷：
2007-08 地區扶輪活動義工委員會主委

2008-09 地區扶輪報告書編篡委員會主委

地區社長當選人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2009-10 RI 3480 地區第六分助理總監

RIPE 來台訪問籌備會主委

2010-11 RI 3480地區地區秘書長

RI 3480地區幹事人員講習會主委

3480地區新北市大台北社創社社長

2011-12 地區 DLS領導人訓練講習會主委

2011-12 地區 DTA講習會主講人

2012-13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監事

地區 DTA訓練講習會副主委

2013-14 台北菁華扶輪社總監特別代表

2014-15 地區擴展委員會副主委

2016-17 台北大世紀扶輪社總監特別代表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副主委

2017-18 地區赴加拿大國際年會主委

地區領導人訓練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策略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總監提名人

2018-19 台北大航海家扶輪社總監特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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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1 泰國曼谷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5-16 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2016-17 美國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2017-18 台北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加拿大多倫多國際年會

2018-19 印尼日惹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美國聖地牙哥國際扶輪講習會

扶輪基金表彰：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獎章

永久基金捐獻人獎章

保羅 哈理斯之友獎章

巨額基金捐獻人獎章 (2016-2019) 4枚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地區總監當選人

2019-20 台北大時代扶輪社總監特別代表

地區策略委員會主委

3481地區總監

締結姊妹社經歷：
2005-06 韓國釜山海雲台扶輪社

2015-16 日本東京御苑扶輪社

參加國際會議經歷：
2006-07 印尼雅加達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2007-08 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2009-10 菲律賓馬尼拉國際扶輪地帶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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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是政府對勞工職業訓練的補助計畫，我覺得

很新鮮，是我之前沒接觸過的領域，感覺還不

錯，持續參加了幾次例會，在 2004年 12月，

正式佩章成為台北圓環扶輪社社員。現在回想

起來，第一次聽到扶輪的那一天下午陽光很

大，我的老友站在我的車邊向我開口邀請我加

入扶輪的影像，依然清晰歷歷在目，如果那時

候他沒開口，我可能一輩子都與扶輪絕緣，我

很感謝他，我想他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貴

人，雖然幾年前他

不幸往生了，我依

然對他深深感謝。

加 入 圓 環 社

後， 每 週 四 的 例

會，是我律師忙碌

執業生活中，可以

完 全 放 鬆 休 息，

稍稍喘一口氣的時

間。不久後，我注

意到例會報到桌上

放著一本很厚、很

大、 很 重、 印 刷

精 美 的 書， 書 名

是「 一 世 紀 的 服

務」，每次執秘將

它從置物櫃拿出放

2004年 10月的某一天下午，我拿手錶到

我一個老同學經營的鐘錶店去修，臨走前，他

陪我到門口外路邊停車處送我，突然開口說他

參加的扶輪社在招收新社員，問我有沒有興趣

去看看，當時我對扶輪完全沒有概念，但既是

好友的邀約，我也沒有排斥，只問了一句會不

會要喝酒喝很兇，他回說不會，就爽快的答

應了。隔週週四第一次以來賓身分參加台北圓

環社例會，主講人是一位勞委會官員，主講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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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報到桌上，然後例會結束後又放回

置物櫃中，像是儀式一般。基於好

奇，有次我忍不住問執秘這是什麼

書，執秘說是有關扶輪歷史的書，這

引起了我的興趣，徵得社長同意，我

可以把它帶回家讀。我要感謝這這本

書的作者及譯者，「一世紀的服務」

這本書非常紮實地加強了我對扶輪的

認識，也開啟我在扶輪的服務之路。

2007-08年度擔任圓環社秘書，2009-

10年度擔任圓環社社長，2011-12年

度擔任 3480地區第十四分區助理秘

書，2012-13 年度擔任 3480 地區第

十四分區助理總監，2013-14年度擔任 3480地

區扶青團主委，2014-15年度擔任 3480地區執

行副秘書長並開始在 RYE擔任委員及法律顧

問，2015-16年度擔任 3480地區 DTTS主委並

開始與台灣扶青團團員籌備 2017 Interota Taipei

世界扶青大會，2016-17年度擔任 3480地區秘

書長並被甄選為 2019-20年度總監提名人。

回首加入扶輪這十餘年，台北圓環社

CP Ander、各位前社長及全體社員一直都

是我最堅強的後盾與資源，歷任 3480地區

及 3482地區的前總監也都給予我莫大的鼓

勵與支持，還有在「一世紀的服務」書中

那些前仆後繼不斷投入服務的扶輪社員身

影以及他們無私奉獻所創造的感人事蹟，

最後在我心目中最最重要的是我太太 Anna

在我背後不離不棄的陪伴與照顧，在在都

激勵著我不斷前進。讓我何其有幸能在

2019-20年度擔任 3482地區總監，踏著與

一百多年來所有扶輪前輩相同的腳步，持

續為扶輪服務。

2019-20 年度 3482 地區的目標是快

樂。扶輪有悠久的歷史，在歷來所有扶輪

前輩的努力下，我們一直有相當堅固的基

礎，這個基礎來自扶輪五大核心價值，正

直、尊重多元文化的社員，透過領導進

行聯誼與服務，扶輪社員都是採取行動的

人，我們相互激勵，確保所有社員將服務

的理念在生活中及事業上實踐，並獲得快

樂。快樂是扶輪可長可久的最重要因素，

在 1923年扶輪國際年會通過的 34號決議印度全國免疫日──根除小兒痲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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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扶輪新願景聲明：「我們一起展望的世界

裡，人們結合力量，採取行動，在自身、社區

及全球各地創造持恆的改變。」相呼應。扶輪

從 1905年 2月 23日創立以來，一直都是以在

人際間建立良善的連結作為組織的重要工作與

目標，這個連結在 1910年跨出美國，隨後在

十年內將這個連結散布到世界五大洲，到今

天扶輪已經建立全世界 200多個國家、超過

35,000個扶輪社以及超過 120萬個扶輪社員的

龐大連結，而透過我們的服務，所連結的非扶

輪社員、社區、政府機關及公益團體，更是多

到難以數計。這一切一切都是因為扶輪社員透

過服務創造快樂並分享快樂所累積而成的。

我們所創造的連結在過去 114年來，成就了其

他社團所無法超越的服務成果，在 2019-20年

度，我將帶領 3482地區全體社員，繼續讓這

個連結擴大，讓我們的服務成果更加豐碩，

期望 3482地區全體社員都成為最快樂的扶輪 

社員。

案「1923年社區服務聲明」，揭櫫扶輪認同

「服務為事業及生活快樂之真正基礎」的理

論。我們都是扶輪社員，因為認同這個理論而

齊聚一起，在生活及事業上實踐以及證明這個

理論，並將這個理論推廣給所有扶輪社員及非

扶輪社員。

社員的快樂在扶輪裡是無所不在的，快樂

可能來自一次生動的聯誼介紹、一次流利的糾

察報告或是一次完美的司儀工作，快樂也可能

來自國際交流時外國扶輪社員對台灣扶輪活動

的讚嘆與欣賞或看到國旗在國際扶輪會議中進

場飄揚的感動，快樂更可能來自接受我們服務

的人的一個微笑、一個眼神或一聲謝謝，這些

快樂也許在他人眼裡看起來微不足道，但因為

我們是扶輪社員，我們和世界上超過 120萬以

上的扶輪社員一樣，知道這些快樂對我們來說

是何等珍貴。

2019-20年度的扶輪年度主題為「扶輪連

結世界」，與 2018年 6月國際扶輪理事會通

俄羅斯扶輪友誼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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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490 地區總監

張秋海 DG Audio

所屬社：五工扶輪社

夫人姓名：廖麗玉 Brenda

職業分類：音響製造

現職：燕聲電子工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E-mail：ri3490.gov1920@gmail.com

扶輪社經歷：

1998年 3月 5日加入五工扶輪社為創社社友

1997-98 社區服務主委、世界服務副主委、社

刊委員

1998-99 社區服務主委、人類發展委員、社刊

委員

1999-2000 會計、青少年活動主委、社區發展

副主委、服務夥伴委員、世界服務

委員

2000-01 理事、社會服務主委、公共關係副主

委

2001-02 社長當選人、社刊主委、運動副主

委、聯誼委員

2002-03 社長、理事

2003-04 職業服務主委、理事、扶輪家庭副主

委、顧問委員、青少年活動委員、服            

務夥伴委員、扶輪百週年委員

2004-05 扶輪基金主委、青少年活動副主委、

顧問委員

2005-06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服務夥伴委

員、顧問委員

2006-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

2007-08 理事、職業成就主委、扶輪家庭副主

委、聯誼委員、出席委員、社員暨社           

員擴展委員 

2008-09 社區發展主委、社員暨社員擴展委

員、顧問委員

2009-10 世界服務主委、社區服務委員、消除

小兒痲痹委員、顧問委員、社務服務           

委員、聯誼委員

2010-11 扶輪基金副主委、社區發展委員、世

界服務委員

2011-12 理事、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職業成

就委員、姊妹社及友好社關係委員、           

顧問委員、社務服務委員

2012-13 職業服務副主委、扶輪基金委員、顧

問委員

2013-14 社區服務主委、登山委員、社務服務

委員

2014-15 社員暨社員擴展主委、扶輪基金委員

2015-16 理事、職業認識主委、世界服務委

員、顧問委員

2016-17 職業分類主委、社員暨社員發展委

員、顧問委員

2017-18 顧問委員、國際服務委員、友社關係

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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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扶輪經歷：

2004-05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5-06 扶輪寶眷委員會委員

2006-07 三、六分區地區副秘書

地區新世代企劃活動推行委員會委員

2007-08 地區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地區年會執行長副主委

2008-09 獎助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2009-10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11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主委

2011-12 小兒痲痹等疾病計畫小組委員會委員

2012-13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4-15 地區團隊訓練委員會主委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5-16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6-17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9-20年度總監提名人

2017-18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

社團法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

會常務理事

地區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委員會主委

2019-20年度總監提名人

社團經歷：

新北市消防局五工消防分隊顧問團團長            

新北市產經跨業交流會第三屆會長            

新北市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第五屆會長           

新北市廠商發展促進會第二屆理事長            

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北區主任委員           

現任 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現任 新北市工業會常務理事           

現任 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顧問   

現任 總統府國策顧問 

參與國際會議 :

2002-03  馬來西亞 RI社長親善會議

2003-04  日本大阪國際年會

2004-05  美國芝加哥國際年會

2013-14  澳洲雪梨國際年會

2014-15  巴西國際年會

2015-16  韓國首爾國際年會

2016-17  美國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2017-18  加拿大多倫多國際年會

2018-19  德國漢堡國際年會

獎章及扶輪基金會貢獻：

1999-2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獻人

2000-01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02-03 2顆永久基金捐獻

2003-04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04-05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05-06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06-07 巨額捐獻

超我服務獎

2007-08 保羅 哈理斯之友

超我服務獎

2008-09 巨額捐獻

2009-10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10-11 巨額捐獻

2011-12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12-13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13-14 保羅 哈理斯之友

2014-15 保羅 哈理斯之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永久基金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5-16 保羅 哈理斯之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榮譽董事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 獎學金捐獻

2016-17 AKS會員

巨額捐獻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冠名獎學金捐獻

2017-18 巨額捐獻

572019.7



畢業後，考上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畢業後於

長庚醫院內科、台北市立仁愛醫院內科、肝膽

腸胃科擔任住院醫師及主治醫師。因念及鄉下

地方更需要專科醫師的服務，毅然決定於民國

79年返鄉開業，自幼較常跟隨父母到湖口購

物，因此選擇新竹縣湖口鄉執壺。

帶著內科、肝膽腸胃科的名號，在湖口鄉

及週邊鄉鎮也闖出一點名號，至今已快三十年

了。同時也擔任醫師公會的監事、理事，現在

仍是常務理事。也代表公會成為北區健保組的

基層委員及擔任審查醫師。

我在長庚醫院擔任住院醫師時，經親人介

紹和我的內人Maggie認識進而結婚， 婚後育

有一女一子。女兒於輔大大傳系畢業後進入華

視新聞部工作，之後又續於師大研究所畢業，

至今仍是華視新聞主播。兒子仍在美國唸書。

他們倆都曾經是扶輪的交換學生，分別至巴西

和美國。

我太太原是音樂及鋼琴老師，於桃園某高

中教授音樂及合唱，婚後也隨我在台北的山葉

鋼琴教學，並專注於家務及相夫教子。近年來

更對油畫及舞蹈著墨甚深。

我從開業以後即忙於看診。自從民國 90

年擔任創社社長創立了新湖扶輪社，人生觀和

生活態度有了極大改變。之後也另聘一位專職

3501地區年度口號
陽光團隊 攏來作伙
扶輪連結世界 打開你我眼界

我出生於桃園市新屋區，靠近西濱公路，

屬於桃園最西南側的後庄里。從小跟隨父母務

農，蚵間國小畢業後，唸新屋國中，建國高中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01 地區總監

朱先營 DG Sun

58 2019.7



今即將擔任國際扶輪 3501地區總監，對我和

家人來說，它不是一場夢，它是真真實實的 

人生。

為何加入扶輪社？當初中壢西區社創社第

醫師協助診所門診業務。在創社第二年即擔任

總監特別代表，輔導新竹新豐社的成立。在扶

輪前輩提攜下，一路由社長、助理總監、副秘

書長、助理秘書、DGND、DGN、DGE，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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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就來湖口輔導我們成立新社。最早和我

接觸的社友及保母，常會提及扶輪社的很多服

務計畫。其中有一項終結全世界小兒痲痹，這

件事打動了我。因為我在民國 72年間、正在

長庚醫院小兒科急診室，擔任實習醫師，

目睹國內外小兒痲痹大流行的慘狀。加入

扶輪除了可以參與這件偉大的事業外，同

時也學習到其他更多的扶輪內涵，提供更

多的人類服務計畫。雖然這個偉大計畫已

經進行了超過三十年，但還有兩個國家仍

有新的病歷發生。所以我仍堅信，我們需

要繼續努力，來達目標，絕不可鬆懈，否

則終有一天它會反撲的。

參與扶輪已將邁入第十九年了，擔任

總監這件事對我來說仍有些沉重，但是經

過這兩三年的準備，我已深深體會到一個

地區領導人的角色與責任，也更認知到扶

輪的捐獻與服務的重要性，而這兩者都需

要人，所以增加社友就成為非常重要的一

件事。

我個人除了醫療的專業以外，平日也

喜歡吹吹口琴及薩克斯風，對客家八音也

有涉獵，我太太除音樂美術和舞蹈外，在

扶輪社也擔任過社長，相信她對我的區務

也是一大助力。我倆都希望未來的一年，我們

能把音樂和藝術帶入扶輪，大家都能成為快樂

的扶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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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事，應該會是其中最美麗的篇章。這是我在

3502地區 2018-19年度年會上致詞的開場白。

人生短暫，匆匆一過，已快到耳順之年了。其

中最精華的光陰，都在扶輪度過。未來的日

子，還會留下什麼，好讓自己細細品味，確是

需要好好琢磨一番。

我是楊肅欣，生於 1960年代初期的戰地

金門，15歲的小孩子，隻身一人來到台灣，

一路求學，研讀法律。在 29歲時取得律師執

照，31歲在桃園自行開業，成為執業律師。

32歲與胡碧珊小姐結婚，婚後育有一女二

男，家庭完整圓滿。

保羅‧哈理斯這位來自鄉下的年輕律師，

到了人生地不熟的大都市芝加哥，人情的冷漠

和身心的孤寂，讓他決定要組織一個團體，可

孔夫子說：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

也。在這網路資訊爆炸的年代，台灣扶輪雜誌

訂閱率又不到 30%，可想而知，真正會看的人

是少之又少。到了新年度的開始，應景寫寫自

己，就算交差了。

人生是一輛永往直前的列車，我在列車

上，飽覽沿途的美景，但我不知道我何時會到

達終點，然可以肯定的是，在扶輪所經歷的人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02 地區總監

楊肅欣 DG Law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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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日，莫拉克颱風來襲，挾帶超大豪雨，重

創屏東縣瑪家鄉等山地部落及學區。在總監

OBS的發起下，全體社友發揮人飢己飢、人

溺己溺的精神，共募款新台幣三千餘萬元，協

助災區學校重建，成立扶輪希望小學，讓受災

學童能安心讀書。這是扶輪服務社區的具體表

現，更讓我體會到扶輪服務的真諦。

林思伶教授說：「個人的天賦才能與世界

交會之處，便是個人的使命所在。」我是一個

平凡的人，沒有良好的家世背景，也沒有雄厚

的財力，未滿四十歲時就主動參加扶輪社，又

因緣際會被提名為 3502地區 2019-20年度的

總監，深感榮幸。我將以參加扶輪二十餘年的

經驗，秉持著 3502地區（原 3500地區）的優

良傳統，承先啟後，信我所信，為所當為，帶

領 3502地區繼續前進，讓每位社友以參加扶

輪為榮，成為真正的扶輪人。

2019-20年度扶輪主題是扶輪連結世界，

我們要打造一個強健的扶輪社，其中最根本的

就是社員人數的成長。本地區在 1995年時約

500人，目前已超過 2,500人，成長了 5倍。

因為社員人數的飛躍成長，本地區在扶輪基金

及服務計畫上也大幅成長。如何守住這項優異

的成果，並且發揚光大，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也是一項突破性的挑戰，冀望在 2019-20年度

能夠寫下永駐的傳奇，成就一生的榮耀。

偉大的生活，是一個過程，不是一個狀

態。精采的人生，是一個方向，不是一個終點

老虎伍茲獲得美國名人賽桂冠有感。

以互相聯誼，互相幫助，這就是 1905年扶輪

成立的濫觴。而當許多善良，正直的人聚在一

起互相幫忙，也去幫忙那些素不相識的人，就

會在這個世界上創造一股溫暖的氣息。如花一

般的暖意，就在世上盛開。我，一個外地人，

沒有任何背景，要開業了，與保羅面臨同樣

的情況，我必須有一個社團讓我學習，讓我

成長，我獨具慧眼，在沒有人介紹邀請的情

況下，於 1995年加入了桃園北區扶輪社，成

為扶輪社員，職業分類是民事律師，社名是

Lawyer。

2009-10年度，我擔任桃園北區扶輪社社

長，成為十全十美團隊的一員（當時是 3500

地區）。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2009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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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友友錦祿文教基金會」，提供獎學金，

課後輔導等教育資源，至今已 27年了。我在

2015年進入中山大學 EMBA碩士學位，在求

學期間，號召同學們成立「中山陽光社會關懷

協會」，並擔任創社理事長一職。致力於關懷

社會底層民眾，以及協助弱勢孩童。

我從一個社會底層的人，到現在擁有了一

份事業。除了感謝兄長們的提攜，社會給予的

幫助，扶輪社讓我學習到人際關係，社會關懷

等觀念。我期許我能把我這 22年的扶輪經驗

回饋給國際扶輪。

我是張鴻熙，自 1996年加入扶輪社，

2015年擔任社長一職，並榮獲 RI社長獎，預

計於 2019年擔任國際 3510地區扶輪總監。

我出生在台灣嘉義的小村落。當地因為鄰

近大海，土壤因為鹽化無法耕種，導致沒有甚

麼發展機會。我的哥哥至高雄打拼，於是我開

始至高雄就學，並且創業。我一開始從事珠寶

業，陸續發展建築業以及藝術文化事業。

事業有成後，仍心念家鄉缺乏教育資源的

學子。感念父母恩澤，本著回饋鄉里的理念，

於 1991年與兄長們共同創立以我們父母為名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10 地區總監

張鴻熙DG Diamond

地區引導人研習會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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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 Diamond承蒙前

總監們及大家的支持，很榮幸能

夠擔任 3510地區總監，與我們的

團隊共同領導我們的地區，這不

只是一種喜悅，也將是我生命中

最精彩最有意義的一年。

自 3月份至今我們團隊已圓

滿舉辦了「地區引導人研習會」、

「地區團隊訓練會」、「全球獎

助金研習會」、「社長當選人訓

練會」、「獎助金管理研習會（社

的認證）暨扶輪基金研習會」以

及「地區訓練講習會」，感

謝多位扶輪先進蒞臨演講，

傳授我們寶貴的經驗與知

識，讓即將上任的社長、秘

書及核心幹部們更進一步瞭

解扶輪社的運作、總部和地

區的年度方針、計畫和重點

工作，也累積了強大的能量

與智慧。

2019-20年度扶輪年度主

題：「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扶輪連結

世界），RI提出的年度四大

目標：一、擴展扶輪，二、

DG Diamond與 RI社長合照

2019年 3月 22日韓國姊妹地區接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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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奉獻是各項計畫成功的推手。2019-20國

際扶輪社長馬克‧梅隆尼說：「扶輪將你我連

結在一起，實踐將我們的關係變得更緊密」。

期許在未來的一年，讓我們與地區努力行動實

踐，一同打造和諧、善念、公益的年度，讓扶

輪與世界更緊密連結。

最後，祝福各社社運昌隆，全體社友身體

平安、事業一帆風順、家庭幸福美滿！

讓家人參與扶輪，三、更多元的發展管理扶

輪，四、扶輪連結世界；這些都是我們在未來

要努力的方向及目標。而 3510地區將積極配

合主辦各項焦點活動：參與偏鄉數位關懷教育

計畫、扶輪之子認養計畫、認養腦麻及失能孩

童、關懷腦麻慈善音樂會、根除 C肝計畫、

公共形象計畫 台東熱氣球扶輪日⋯等。要

讓我們地區所有活動計畫都能完美達成，必須

仰賴各位社友的全力投入與支持，你們的參

國際扶輪 3510地區 2019-20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國際扶輪 3510地區 2019-20年度社當訓練會暨寶眷訓練會

國際扶輪 3510地區 2019-20年度寶眷訓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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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FS合併舉行，二合一大會是地區年會、地

區領導人研習會 DLS合併舉行。

減少場次，但學習不變少！效能更要提

高！所以我將訓練方式做了非常重要的改變，

即是引入「翻轉教室」及「提問式會議」，

在地區各訓練會日期之 20-30天以前即寄送教

材給學員研讀；在課堂上由引導人鼓勵學員提

問，共同討論行動計畫、找出解決方案，希望

3521翻轉前進 連結世界，感動人心

我在 RI國際講習會學習的一堂重要課程

是「Leading Change」 「領導改變」！這

個目標正是我希望 3521地區在新年度一起努

力的方向！

為了幫助各社領導人更有效運用時間，

所以，我的第一個改變是將過去的每年 11-12

場地區訓練會，合併為 5場。除了獎助金管

理研習會 GMS及

社長當選人訓練

會 PETS 仍 循 舊

例外，三合一大

會是地區團隊訓

練 會 DTTS、 地

區訓練師研習會

CTTS、 地 區 司 

儀 ／ 主 持 研 習

會 MHTS 合併舉 

行；四合一大會

是 地 區 講 習 會

DTA、地區社員

研習會 DMS、地

區公共形象研習

會 DPIS、地區扶 

輪 基 金 研 習 會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21 地區總監

馬靜如 DG S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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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過去上對下的單向授課方式，而能締造一

個互動且有趣的訓練方式。

地區組織方面，我審慎評估過去各委員

會的成效後作大幅精簡：(1)減少地區團隊組

織之委員會數量約一半。個個是強棒！(2)新

創地區網路資訊委員會，成立扶輪前所未有的

網軍，幫助地區及各社因應及運用新科技，

包括建立 3521 Line家庭及地區職業平台，提

2001-02年度台北北安扶輪社第三屆社長 2010-11年度台北瑞安扶輪社創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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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全地區社友一個促進職

業成長但不致強迫行銷的 

環境！

社員成長方面是 3521

地區的優先目標，「社

員成長人人有責」，分

擔責任、同享光榮！因

此，3521地區社員成長目

標：(1)社員成長 1+1的目

標：鼓勵每位推薦一位新

社友，但不限進推薦人的

社，而以適合新社友為考

量。(2)鼓勵建立表揚推薦

人制度。(3)鼓勵建立新社

友輔導人制度 (mentor)。

(4)鼓勵建立社友職業平

台，以協助發展社友職

涯，同時宣導職業互助的規範。(5)鼓勵舉辦

聯合例會為「扶輪日」：包括各分區聯合例

會、多分區聯合例會（週一至週六，在同一個

週間例會者聯合舉辦），鼓勵社友：1+1，從

每位帶一位來賓參加聯合例會作起！(6)地區

多元化聯誼會：由各聯誼主委協調洽詢主辦社

辦理聯誼活動 促成不同社但有同好的社友

聯誼、亦以 1+1帶一位同好參加聯誼作起，以

引進新社友。

基金方面，目標也在於感動社友，將致力

於 (1)促進社友了解基金捐獻如何幫助國際扶

輪及台灣的行善計畫。(2)鼓勵全地區社友共

同努力捐獻扶輪基金。2020年底是 Bill Gates 

相對捐助根除小兒痲痹的期限，社友如捐 1元

PHF指定捐助根除小兒痲痹計畫，RI World 

Fund相對提撥 0.5元；Bill Gates基金會即相

對加倍捐贈 3元。（1+0.5+3=4.5）；社友如

捐 1元指定捐助根除小兒痲痹計畫，地區可用

DDF 相對提撥 1元；Bill Gates基金會即相對

加倍捐贈 4元（1+1+4=6）。

服務計畫方面，我希望回歸各社，尊重各

社自辦或合辦服務計畫：(1)服務在精不在多： 

鼓勵各社發展一項持續性重點服務計畫，重在

感動人心！感動社友！如參加地區（含分區）

聯合服務，須選派社友（如服務主委）實際參

與籌備，親手服務。(2)聯合服務不流於形式： 

如擬舉辦聯合服務，須參與社達十社，即認證

為地區聯合服務，列入地區組織圖。(3)就親

手服務（各社或聯合）均給予地區獎勵：送請

地區核給聯合服務之獎勵時，請主委需附「親

手服務（籌備及活動）」憑證。(4)為因應國

內外急難狀況，地區國內外各有一個急難救助

委員會，負責啟動扶輪人在最快時間到現場協

助救難，預先設好行動流程，各社在組織架構

加一個急難救助委員會（先選定可以至急難現

場的主委），以理事會事先決議可緊急使用社

的其他服務經費，各社理事會亦事先通過。

(5)及早宣達，各社才能自由選擇要不要參加

聯合服務計畫及作預算編列。

翻轉前進的經驗，將不只幫助扶輪，也能

幫助你我在工作、社會上成為變革與成長的推

動者！進而更有人力、心力達到 RI 社長所期

許的連結世界，也達到 2019-20年度的地區目

標：感動人心！

3521翻轉前進 連結世界，感動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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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22 地區總監

張黃嘉DG Stephen

各位敬愛的扶輪社員，各社領導幹部，地

區團隊成員：

「在幾百年前寫下的音符，令生長在不

同國度、不同性別、眼睛的顏色也不一樣的兩

人，想像出同樣的聲音。原本以為不能互相理

解的人，只靠一個音符，就可以互相了解、相

互吸引。」這是日劇《交響情人夢》裡的一段

台詞，偉大的音樂可以讓素不相識的人瞬間成

為知己。

由於工作的關係，每個月必須要出差廈

門，一年多前在一次返台航程中，習慣性將西

裝外套掛在座位前並且將西裝衣領上扶輪的徽

章朝向自己。當航行一段時間後鄰座年約 60

多歲的乘客開始與我交談，得知對方也是在福

建經商生產傘具的台商，由於看到西裝領襟上

的扶輪徽章於是問我是否為扶輪社友，於是一

連串的「扶輪式的寒暄」就此展開，這位台商

是新竹東南扶輪社的 CP Kasa。時隔半年多後

又在返台的航班上比鄰而坐，實屬巧合中的 

巧合。

一個扶輪的徽章拉近兩人的距離，心有

靈犀的微妙關係讓素不相識的彼此成為知己，

在現今網路發達的世界，結識朋

友與建立人脈網絡的方法不勝枚

舉，然而扶輪讓我們相互連結的

獨特力量仍然獨一無二。

在今年聖地牙哥國際講習會

的開幕式，喜歡旅行的國際扶輪

社長當選人 Mark Daniel Maloney

為全世界 525位 2019-20年度的

總監當選人描述了幾個月前的一

個旅行經驗  一場未按照既定

行程的旅行，也因此讓RIPE Mark

與夫人 Gay在候機的六個小時中

漫步於紐約甘迺迪機場而有所感

想：這個機場非常繁忙，每年有

將近 6千萬人次的旅客，有 90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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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公司飛進飛出，前往世界大部分的國家。

對許多人而言，這是世界的門戶，所以可以看

到世界各國形形色色的人們。

在漫步的時間裡，從機場的這一頭走到

那一頭，觀看每一個登機門、每一個目的地，

及每一群候機的人們。這猶如從紐約這條主

河流，流往世界各個城市的支流。這些在機場

不同的人們，來自不同的國家但是全都在同一

個地方，簡直就像扶輪一樣。但是當經過一個

又一個的登機門後，於是明白這一點也不像扶

輪，因為每一個登機門都是前往一個城市。前

往台北的人也許會彼此交談，但是不會和前往

開羅或者利馬的人們說話；前往阿姆斯特丹的

人們與前往雷加斯的人一點關係也沒有。但是

扶輪與此相反，未來一年我們將會展開另一場

生命中偉大的探奇，我們也將會因為學習、合

作與分享而彼此連結，豐富自己的人生。

2019-20扶輪年度主題：「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扶輪連結世界」，各位都是參與扶

輪奉獻社會的優秀扶輪社社友，也即將要在

2019-20年貴社的社長的領導之下各自為所屬

的扶輪社服務，如果說地區總監是國際扶輪與

地區各社的橋樑，而各社領導團隊就是各社

與地區各項服務計畫能否順利推動最重要的

「連結」，因為這層連結讓社友在各位社長

當選人的領導之下能深刻明白扶輪持續改善

世界的願景：「Together, we see a world where 

people unite and take action to create lasting 

change — across the globe, in our communities, 

and in ourselves. （我們一起展望的世界裡，人

們結合力量，並採取行動，在全球各地、在我

們的社區、及在我們自己身上，創造持恆的 

改變。）」。

我們是採取行動的人，不僅是想要改變世

界的人，而且有能力將勵志的想法化為真實且

恆久的改變。我們有能力是因為我們是扶輪社

員，扶輪讓我們彼此連結。扶輪讓我們能夠以

深入而有意義的方式，跨越我們的分歧而相互

連結，扶輪使我們和唯有透過扶輪才會相遇的

人相識連結，體會意料之外彼此之間更相似的

共同點。

2019-20年度我們將共同致力於願景聲明

與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 Mark所揭示的幾項 

重點：

一、擴展扶輪

1. 強化與培養扶輪社與地區的領導力。

2. 建造一個友善於扶輪家庭共同參與扶

輪活動的環境。

3. 增加新社友與防止社友流失。

4. 創立新社。

5. 增加女性社友與年輕世代的扶輪社

友。

二、採取行動

1. 支持扶輪基金會

2. 鼓勵本國或國際的服務計畫並充分利

用 DDF（地區指定基金），擴大服務

計畫的影響層面與持續性。

70 2019.7



3. 增加對年度基金和 PolioPlus的捐款。

4. 宣傳國際扶輪行善天下和扶輪社員在

根除小兒痲痹方面的貢獻。

5. 建立與強化世人對於扶輪的認知，與

宣傳「People of Action」活動。

期待由於我們的連

結能創造出扶輪持恆、

持續、持守的改變。扶

輪社員不僅是扶輪社的

成員，也是屬於全球社

區的一份子。連結是扶

輪經驗的核心，是我們

加入扶輪的因素，也是

我們留在扶輪的原因，

更是我們使扶輪成長的

方法。

「 偉 大 的 成 就 ⋯

從來都不是靠一個人完

成，它需要整個團隊的

努力」  APPLE創辦
　　　　　　　　　 人賈伯斯。

3522地區將因為與各位的連結而更加精

彩，也由於我們相互連結將為 3522地區的未

來奠定一個更堅實的基礎。

「扶輪連結世界」，3522創造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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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親 土親 故鄉更親

小時候因爸爸從豐原鄉下到嘉義創業，

也因為如此，我們在純樸的嘉義出生。但也常

常跟著爸媽回到豐原鄉下，跟著眾多的堂兄弟

堂姐妹們玩在一起，兒時純樸的感情，長大之

後，也隨著成長而成為最珍貴的回憶。

因為個性內向，從進入嘉義初中、嘉義高

中，爾後轉學到師大附中，進而考上了台北醫

學大學牙醫學系，常常獨自懷念家鄉的親人和

朋友，所以一有假期就會返回嘉義去看看家中

2019-20年度 12個地區總監介紹

3523 地區總監

邱鴻基 DG Joy

的爸媽和兄嫂們。

我的父親是嘉義扶輪社的

前社長，非常熱心參與社內各

項服務計畫，也因此播下我對

扶輪社一顆良好印象的種子，

雖然爸媽忙於生意和家務，但

常常看到爸爸西裝筆挺，滿心

歡喜的去參加扶輪社會議。然

後又開心地回到家裡，繼續拿

起電話與社友討論社務。

歡喜成家 開創事業 因緣 
合和

台北醫學大學畢業之後，

為人生的兩件大事做了慎重之

與國際扶輪社長合照

Joy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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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擇：成家與立業。

民國 64年和彩霞結婚，

隨之在民國 65年開創了生命

中的第一個事業──僑展牙醫

診所。而在民國 85年又開了

第二家──暘昇牙醫診所，迄

今已服務了成千上萬的病人。

早期的事業也是夫妻

共同打拼，在夫妻同心協力

的合作之下，終於讓事業稍

有基礎，同時大兒子、二女

兒和小兒子也陸續誕生，頓

時將家裡的氛圍熱鬧到最高

點。四十多個年頭過去，從

父親升格到阿公，心裡更是

無限的喜悅與感恩。

不善交際的我，在北醫同學王宏仁醫師

（西南區社 PP George）的介紹下讓我對扶輪

社有更深的認識，同時在爸爸 (PP Toshin)和

岳父（桃園北區扶輪社 CP Bamboo）的鼓勵

下，正式加入南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迄今

已邁入 29週年。

扶輪心 一世情

加入了南門扶輪社之後，開啟了我人生的

另一扇窗，讓我認識更多好朋友也學習成長了

很多，除了結交很多終生的好朋友，更參與了

很多的社區服務，生活變得多采多姿。「進來

學習，出去服務」正是扶輪人的口號，所以在

我接受了第十屆南門社社長的任務時，就用歡

喜心去付出。

在社長任內除了安排很多聯誼節目，讓

社友更加凝聚感情之外，也強化和姊妹社的

交流、親子活動、社會服務等等。其中我們透

過一場脊髓損傷者協會

的會員六福村之旅，鼓

勵這些身體受傷不便的

鄉親走出來，至今仍令

我印象深刻。一年的付

出，雖然有甘有苦，有

歡笑有眼淚，但我們覺

得那是人生中最快樂、

最值得驕傲的一件事情。

在社長卸任之後，

也有些因緣相繼加入地

區的各種活動和任務，

先後擔任了分區副秘

書、副助理總監、助理

總監、DTA主委、年會

一工召集人，到地區年

國際講習會花絮

DTTS工作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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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主委的工作中，學習到很多如何與人磨

合以及如何共同完成一件艱難的任務，

更在今年接下地區總監的重責大任，在

2019-20年度帶領 3523地區完成各項服務

計畫與重大活動。

甘願作‧歡喜受

在當了社長之後，同時也在好因緣

之下授證成為慈濟的志工，隨著人醫會每

個月下鄉作義診，到偏鄉、離島去為苦難

的鄉親分憂解病苦，偏鄉地區的貧困病人

走不出來，我們有愛心的人走進去。二十

幾年下來，國內外的義診不下三百場。從

花蓮秀林鄉的第一場義診開始到現在的雙

溪、瑞芳、貢寮、金門、澎湖、菲律賓、柬埔

寨、約旦、四川、蘇州，還有為敘利亞難民作

義診，包括創世基金會植物人的義診。也因此

在我當選 DGND時，我就想將義診的經驗分

享到 3523地區，讓扶輪的好朋友能夠發揮愛

心，有機會參與國際醫療服務。

因此在 2019-20年度的服務計畫裡，國際

義診是年度最大的服務計畫，透過影片和計畫

分享，得到很多社友們的支持，紛紛響應，各

社的醫師社友也都開心來響應此艱鉅的義診活

動。除了參與義診也捐獻基金，到目前為止，

已經破百人報名，大家發揮愛心，把愛傳到世

界的角落──尼泊爾。

義診活動將於 2019年 10月 20-27日，

偏鄉義診──雙溪

地點：尼泊爾的博克拉 (Pokhara)、巴格隆

(Baglung)。

除了兩天的國際義診 (Medical Mission 

Project)及醫療儀器捐贈，同時也響應尼泊爾

扶輪社的心導管室建置 (Catheterization Room 

Project for Heart Hospital)，同時也安排心臟

內外科醫師訓練的 VTT案 (VTT Cardiologist 

Training Project)，感謝 3523地區很多社長和

社友的支持。認養了主辦社和協辦社的角色，

捐贈鉅額基金，讓此案順利的受到大家普遍認

同和支持，也完成了國際扶輪人道關懷的愛心

活動。

同時在國內也舉辦多場的肝癌篩檢計畫

及消除 C肝計畫，腎臟病篩檢計畫、根除小

兒痲痹慈善音樂會、憂鬱症防治慈善講座音樂

會、反毒巡迴展、國際扶輪地區嘉年華會、反

毒公益路跑、職業論壇及職業交流、RYE交

換計畫、RYLA青年領袖營、扶青高峰論壇、

NGSE服務計畫、Rotary Community Corps社

區服務團服務計畫、跨地區 Endpolio環島自

行車聯誼活動，為社區和地域都付出很多，同

時也得到相當的肯定，最重要的是讓我們的社

友也付出的很開心，因為我們可以幫助別人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

扶輪連結世界

2019-20年度，RI社長Mark Daniel Maloney

國際義診──柬埔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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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樂向前走；心連心，扶輪一家親！」的最好 

寫照。

來年的計畫與展望

3523地區自從創區以來，人才聚集各項表

現都很優秀。然而有為數不少的扶輪社社員人

數均少於 20人以下。因此參與地區活動，或

社內服務計畫因經費不足所以發展受到很大的

限制。當務之急地區或各委員會將會積極協助

輔導較弱的社，期待在未來的一年裡，除了辦

好地區各項重大活動外，我們會鼓勵各社致力

於社員成長，還有防止社員流失，並且邀請各

分區輔導創立新社，希望能讓扶輪價值傳承下

去。本年度地區目標將輔導成立至少5個新社，

社員淨成長 10%，200人以上。期待未來 3523

地區將成為一個充滿活力、健康快樂的地區。

給我們的主題：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
扶輪連結世界。

連結是扶輪的基礎，透過國際扶輪的使

命與組織構造，我們得以與社區和未來網路

連結，建立良好而持久的人際關係。也因為這

樣，社員們得以執行無數的專案和活動與社區

接軌，藉由服務活動，我們與大家分享價值

觀，也因此相遇、相識而彼此交流，體會共同

點，更進一步與需要我們協助的人連結，而能

改善他們的生活。

扶輪是個大家庭，溫馨、有愛的家庭，

透過每個研習會 DTTS、PETS、DTA⋯，讓

大家感受愛的凝聚與連結。互相尊重、互相包

容、互相成就，讓大家快樂是我們今年辦活動

的最大特色，也是我們今年的口號「手牽手，

PETS大合照

DTA晚會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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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入圍記者與媒體長官協同頒獎的知名主播

及扶輪社員超過 300人出席。

本次頒獎典禮邀請到名主持人陳凱倫主持

整場節目，大會在主席陳弘修理事長致詞歡迎

嘉賓後，內政部邱昌嶽次長、台北市柯文哲市

長、國際扶輪前社長黃其光、國際扶輪前理事

謝三連、12位 2018-19年度總監的代表林乃

莉總監、評審團主席世新大學副校長陳清河教

授、地帶扶輪公共形象協調人方奕展前總監分

別上台致詞。隨後進行頒獎，表彰從參賽 122

件作品中選出的 18件入圍作品。特優獎，優

等獎，佳作獎，當場分別頒贈獎金新台幣 10

萬元、3萬元、2萬元及金輪獎獎座乙座或獎

牌，並由慷慨捐獻資助本次活動的總監、前總

監擔任頒獎人及知名主播等共同頒獎如下：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及國際扶輪

台灣 12個地區，鑒於去年共同舉辦「2018台

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徵選活動及頒獎典

禮，成功鼓勵媒體關注社會公益活動，淨化人

心，及吸引他們報導扶輪的公益服務計畫，增

進社會大眾及政府機關認識扶輪從事公益服務

的公共形象，因此今年繼續辦理「2019台灣

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徵選活動。

今年度在台灣 12個地區各提撥地區經費

6萬元台幣鼎力支持與參與下，由協會理事長

3502地區陳弘修前總監 PDG ENT帶領與籌備

主委 3523地區 DGN Tiffany阮虔芷規劃，經

過五次籌備會與兩次評審會議之後，「2019

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於 2019年 5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2-5時，假台北圓山飯店 10

樓國際會議廳盛大舉行頒獎典禮。包括政府首

2019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頒獎典禮
本刊編輯部

負責報到事宜的社友著原住民服裝歡迎出席貴賓 3481地區合唱團及團長 PP Tenor劉立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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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弘修理事長

平面報紙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中國時報謝錦芳，

作品「零廢棄革命」，由國際扶輪 3481地區

前總監邱秋林 PDG Computer、華視午間新聞

主播朱培滋共同頒獎（圖 1）。

優等獎得獎人是聯合晚報馮靖惠、陳素

玲，作品「調查報導／求學夢碎！外籍生來台

淪奴工」，佳作獎得獎人是蘋果日報金仁晧報

導的「酒駕入監關不怕，十年飆 2.5倍；我將

思念化成愛，女醫遭撞死，心碎媽為愛重生；

回來的他不完整，樂團主唱被撞成植物人，母

泣：沒一天睡好」；優等獎及佳作獎由國際扶

輪 3510地區總監李德安 DG Patent、三立電視

新聞主播李文儀共同頒獎（圖 2、3）。

平面報紙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人間福報高愛倫，

作品「國際交換學生創造青少年宏觀視野」，

由國際扶輪 3522地區前總監林華明 PDG 

Venture、中視晚間新聞主播「改變的起點」

主持人哈遠儀共同頒獎（圖 4）。

優等獎得獎人是聯合晚報李樹人，作品

「終結台灣 C肝村調查報導」，佳作獎得獎

人是大紀元時報林萌騫，作品「越學越迷人 

新住民之子展學習成果」，優等獎及佳作獎由

國際扶輪 3461地區總監張光雄 DG Mintong、

國際扶輪 3462地區總監沈登贊 DG Today、華

視晨間新聞主播連珮貝共同頒獎（圖 5、6）。

1.

9. 11.

2. 4.

12.

3.

5. 7.6. 8.

10.

謝三連前理事

邱昌嶽次長

林乃莉總監

黃其光前社長

陳清河副校長

柯文哲市長

方奕展前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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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播新聞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中央廣播電台陳

林幸虹、楊文君、謝佳興，作品「『水土不

服 或 入境隨俗』？共享經濟台灣準備好

了嗎？」，由國際扶輪 3481地區前總監呂錦

美 PDG May、華視午間新聞主播黃柏齡共同 

頒獎（圖 7）。

優等獎得獎人是正聲廣播電台台中台／

吳春滿、陳靜安、謝佩津，作品「花若盛開，

蝴蝶自來 社企營造在農村」系列報導，

佳作獎得獎人是漢聲廣播電台黃雅琦，作品

「琦盼一封信 鐵馬青年環島送愛」，優

等獎及佳作獎由國際扶輪 3502地區總監沈

文灶 DG Allen、國際扶輪 3501地區總監當

選人朱先營 DGE Sun（代表總監鄭仁芳 DG 

Jeff）、雲林縣文化觀光處處長陳璧君共同 

頒獎（圖 8、9）。

廣播新聞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教育廣播電台彰化

台劉文珍，作品「扶輪 3490前進印度加爾各

達，用教育翻轉印度學童命運」，由國際扶輪

3490地區前總監蕭慶淋 PDG Andy、中天新聞

台晚間新聞主播盧秀芳共同頒獎（圖 10）。

優等獎得獎人是復興廣播電台徐凡（徐

豫梅），作品「1. 台北關渡扶輪走入澎湖與珊

瑚共舞 2. 台北關渡扶輪 不思議的造舟航海

密碼 」，佳作獎得獎人是教育廣播電台台東

台／李思瑩，作品「扶輪 竹』夢 越學越成

材系列報導」，優等獎及佳作獎由國際扶輪

3481地區總監莊進標 DG Professor、國際扶輪

3490地區總監蔡志明 DG Li-Shin、東森電視

聚焦全世界主持人東森新聞主播舒夢蘭共同頒

獎（圖 11、12）。

電視新聞媒體報導獎一般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慈濟傳播人文志業

基金會王以謙、林立一、林國新、林文森、許

斐莉、余國維、張淑兒、萬家宏，作品「留住

一滴水」，由協會名譽理事長國際扶輪 3482

地區前總監康義勝 PDG Kambo、資深媒體人

養生專家 TVBS「健康兩點靈」主持人陳月卿

共同頒獎（圖 13）。

優等獎得獎人是三立電視台李天怡、王詩

雅、魏文元、林芳穎、張稚昀、林建宏、姚仁

祥、蔣宏儒、俞戎航、張峻德、林松斌，作品

「世界的教室、和你想的不一樣」，佳作獎得

獎人是中天新聞台李瑞玉、李怡慧、呂宏偉、

陸念勤，作品「抗癌新曙光 全面剖析免疫

療法引發的藥物革命」，優等獎及佳作獎由

國際扶輪 3482地區總監陳世霖 DG Road Jr.、

國際扶輪 3521地區總監王光明 DG Decal、台

灣服飾設計師協會執行長溫筱鴻共同頒獎（圖

14、15）。

14.

16.

15.

17.

13.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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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新聞媒體報導獎特定題材類

第一名特優獎得獎人是壹電視陳雅琳、

鍾心怡、郭書銘、陳文枋、林清華、李柏儒，

作品「新聞深呼吸 翻轉人生路」，由協會

第二屆理事長國際扶輪 3502地區前總監陳弘

修、國際扶輪 3523地區總監提名人阮虔芷共

同頒獎（圖 16）。

優等獎得獎人是 TVBS 聯利媒體藍家慶、

王勝鋒、楊子毅、柯強、方念華、周玲秀，作

品「中華民國生日快樂他們沒忘」，佳作獎得獎

人是三立電視陳以嘉、陶沛倫，作品「扶輪攜

手逗陣行，青年反毒作伙來」，優等獎及佳作

獎由國際扶輪 3522地區總監林乃莉DG Nellie、

國際扶輪 3523地區總監邱義城DG Casio、廣播

電視主持人蘭萱共同頒獎（圖 17、18）。

特定題材類得獎社／地區 凡扶輪社或地區

辦理優異公益服務計畫受到媒體記者採訪報導

而增進大眾認識扶輪，且報導該計畫之媒體記

者參加 2019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特定題

材類徵選活動並獲獎者，也會獲贈感謝狀接受

表揚。得獎社與地區之領獎人為：

1.平面報紙媒體類得獎社／地區 台

灣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協會楊文德主委（圖

19）、國際扶輪 3523地區台北市瑞光扶輪社

陳柏安社長（由 PDG Pyramid蔡松棋前總監

代領）（圖 20）、國際扶輪 3462地區竹山扶

輪社陳志達社長（圖 21）；

2.廣播新聞媒體類得獎社／地區 國

際扶輪 3490地區 蔡志明總監（由 PDG 

Letter張信前總監代領）（圖 22）、國際扶輪

3521地區台北關渡扶輪社楊水美社長（由 DG 

Decal王光明總監代領）（圖 23）、國際扶

輪 3462地區竹山扶輪社陳志達社長（與 PDG 

Ortho謝明憲前總監代表DG Today沈登贊共同 

領取）；

3. 電視新聞媒體類得獎社／地區

國際扶輪 3461地區 張光雄總監（由 PDG 

Dental邱世文前總監與台中東區社 PP Brain顏

精華代領）（圖 24）、國際扶輪 3522地區台

北市東區扶輪社吳其樺社長（圖 25）、國際

扶輪 3521地區台北市北區扶輪社林文進社長

（由 DG Decal王光明總監代領）；獎狀由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陳茂仁 PDG Tony、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財務長林照

雄 PDG Set與新聞夜總會主持人李艷秋共同 

頒發。

協會理事長陳弘修也頒贈水晶獎座給圓山

飯店林育生董事長，感謝優惠提供場地，由楊

守毅總經理代領（圖 26）。最後，典禮在金

輪獎主委 DGN Tiffany及主持人陳凱倫致謝詞

後圓滿結束。

會後，多家媒體包括華視新聞網、壹電

視、中天電視、大愛電視台、中時電子報、經

濟日報、聯合新聞網、人間福報、大紀元時報 

、銘報即時新聞、青年日報、中央廣播電台、

正聲廣播電台、教育廣播電台等刊播或刊登

2019台灣扶輪公益新聞金輪獎頒獎典禮或所

報導的公益新聞得獎受到肯定的消息。

23.

19.

24.

20.

25.

21. 22.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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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包括 6月 1日早上悠遊漢堡市單車自在

遊與推廣現在就根除小兒痲痹的 3公里健行、

晚間的漢堡之夜歡迎會、6月 2日晚上的漢堡

藝術之美：現代芭蕾舞遇上古典音樂、6月 3

日晚上的易北愛樂廳音樂會及聖米迦勒教堂管

風琴演奏會、6月 4日晚間的漢堡地主招待之

夜、在博物館難忘一夜、舒本52傑出之夜等。

各次全會，包括揭幕及閉幕全會都在漢

堡會議中心 (Messe) B6進行；6月 2日早上

10時半至 12時半舉行第一場揭幕全會，主

題是「緊抓難忘的片刻」；下午 15時半至

17 時 半 舉 行

第二場。節目

包含各扶輪國

家（包括最新

的伊拉克）國

旗與扶輪旗獻

旗儀式、漢堡

國際年會主委

布朗特 John T. 

Blount、（自由

與漢薩聯盟）漢堡市第一市長辰薛爾 Peter 

Tschentscher分別致詞向與會人士表示歡迎、

預告年會節目重點及簡介漢堡。國際扶輪社長

拉辛在歡迎詞中，闡述五大核心價值，並宣布

在 2023年 6月前要將婦女在扶輪的人數及領

導職位的比例提升至 30%，在 2020-21年度有

6位女性擔任國際扶輪理事。

6月 3日早上第二次全會，會議主題是

「領導力與正直」。國際扶輪秘書長姜修果

John Hewko致詞時，詢問扶輪準備好領導這

個世界了嗎？他說扶輪誕生之初是為了尋求接

納，扶輪的進化是為了服務及探險。隨後他

指出扶輪社員一年為社區從事義工的時數為

2019年扶輪第 110屆

漢堡國際年會於 6月 1日

至 5日在德國漢堡舉行。

地主社漢堡扶輪社創立於 1927年，當時

社員 33人，目前已增至 90多人。今日，德國

全境有 1,100多個扶輪社，超過 56,000名扶輪

社員。德國的扶輪社員持續支持根除小兒痲痹

症，迄今已捐獻 3,100萬美元。此外，也採取

行動解決德國的重要問題包括安置難民、提升

識字率、供餐給遊民及弱勢兒童、回收塑膠廢

棄物、提供醫療協助及保健教育給邊緣族群及

低收入家庭等。

本屆年會約有來自世界各地 170個國家超

過 26,000名扶輪社員及賓客註冊出席。台灣

社友出席年會的人數達 924人，排名第五。年

會前自 5月 30日起至 6月 1日分別舉行青少

年交換職員會前會、扶輪和平座談會、扶輪青

年服務團會前會，其中扶青團會前會是歷來國

際年會所舉行的最盛大一次，超過 1,000名扶

青團員參加。

友誼之家設在MESSE的 A3與 A4，於 6

月 1日中午 12時到 12時半在國際扶輪社長拉

辛 Barry Rassin與夫人伊瑟 Esther主持揭幕，

200項計畫在 334個攤位展示。98個分組會議

則在每天下午分散在 A、B棟各會議室舉行，

其中 7個分組會議提供華語口譯的有「以全新

視角看待扶輪青年服務團：促進難民青年參

與」、「運用扶輪倫理實踐教育與避免跨文化

衝突」、「透過線上學習發揮創意」、「對德

國的受創難民伸出援手」、「創新絕非偶然！

應用設計思維進行設計」、「促進女性參與領

導扶輪的策略」、「非武裝公民保障與永續

發展」。

年會期間地主地區主辦了多項憑券參加的

2019年德國漢堡國際年會報導
本刊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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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 小時，價值 8 億

5千萬美元。最後他深

信扶輪的未來在於你我

攜手齊心，以正直來領

導，抓住每一個新的機

會來強化我們的組織，

連結以及服務。醫療協

助董事長奎斐德醫師Pia Skarabis-Querfeld、德

意志電信執行長霍特格斯 Timotheus Hottges、

極端領導創辦人及董事長法柏 Steve Farber、

「謝謝」總經理及共同創辦人佛林 Daniel 

Flynn分別演講，詮釋領導力與正直。

6月 4日早上第三次全會，會議主題為

「服務」。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柯雷希

Brenda Cressy演講說服務是扶輪基金會一切

事物的核心，並以自身到巴拿馬親手服務拼裝

輪椅改變他人生命的感人故事及根除小兒痲痹

的進展，鼓勵大家捐獻扶輪基金會。演講完畢

後，她代表基金會頒贈「2018-19扶輪前受獎

人全球服務獎」給對推動控制核武不遺餘力的

比利時安特衛普大學國際政治副教授索爾 Tom 

Sauer。多位扶輪社員、扶青團團員、青少年

交換學生分享扶輪改變他們人生的經驗。時代

雜誌特約編輯柯魯格 Jeffrey Kluger、世界衛生

組織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小兒痲痹監督官訥雅爾

醫師 Unalaska Nayarit及世界衛生組織根除小

兒痲痹幹事薩佛藍Michel Zaffran座談根除小

兒痲痹的歷史、挑戰及最後一哩路。德國聯邦

經濟合作暨發展部長穆勒博士 Gerd Muller、

烏干達癌症協會資源動員幹事統計員阿辛瑋

Patience Asiimwe發表專題演講。

6月 5日早上第四次全會，會議主題「多

元與聯誼」。檀香山國際年會委員會主委季愛

雅 Celia Giaya推廣 2020年會後，國際演講協

會國際社長多莉 Lark Doley演講該協會參與

扶輪的公眾演講與領導發展的合作關係。在國

際扶輪策略長索芬森 Tom Thorfinson主持下，

前社長雷文壯等人分享了扶輪的聯誼與連結如

何協助他們度過困境。埃及國會議員艾哲博士

Marianne A. Azer、英格蘭地區扶青團代表魏

爾斯 Chris Wells、雷薩卡集團創辦人及執行長

賈罕耶 Thato Kgatlhanye演講多元加上服務如

何幫助自己及人們成功及行善。

當晚舉行閉幕全會。大會介紹了參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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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年會的 14位國際扶輪前社長及他們的配

偶，包括台灣的黃其光 PRIP Gary及姚世蕾

Corinna。社長提名人卡納克演講承諾在夫人

蘇珊的支持下將做好準備擔任扶輪社員們的國

際扶輪社長。

社長當選人梅隆尼演講指出扶輪讓我們以

深摯且有意義的方式，橫越差異而彼此連結。

在新的策略計畫下，扶輪使大家團結，採取行

動，創造持久的改變，連結了世界，連結

我們社區，也連結了我們自己。他宣佈明

年為聯合國簽署憲章 75週年，為慶祝扶輪

與聯合國持久的關係，國際扶輪將在明年

舉辦 5項特別活動：在紐約的聯合國日、

在巴黎、聖地牙哥、羅馬的三次社長會議

及在檀香山年會之前的最終慶祝活動。

國際扶輪社長拉辛致閉幕詞時，舉

蓋茲、賈伯斯、祖伯格創辦微軟、蘋果電

腦、臉書為例，指出改變世界時，年齡

無 關 宏

旨， 重

要 的 是

夢 想 的

大 小。

他 列 舉

並 讚 揚

世 界 各

地 扶 青

團 及 扶

輪社辦理的令人激勵的種種改變他人生命服務

計畫。最後他舉國際扶輪英文月刊封面一隻紅

鶴為例，指出在扶輪我們必須改變思考，並鼓

勵大家要有好奇心、勇氣及信念，探看可能會

更好結果的不一樣路徑。年會最後在精彩的餘

興節目中圓滿閉幕。

國際扶輪在漢堡年會發佈的新聞稿中，指

出扶輪領導的全球根除小兒痲痹運動已將小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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痲痹減少了 99.9%、為根除小兒痲痹，扶輪已

捐獻 19億美元。為 122個國家 25億兒童接種

疫苗、並承諾捐獻 1億 2百萬美元用以根除小

兒痲痹、宣布漢堡的觀光收益達 2千 4百萬歐

元、My taxi計程車叫車服務公司捐贈 7萬歐

元給德國的扶輪社服務計畫。

走失小插曲 台北景福社社友 Pepper

趙伯瑞隨團旅德參加漢堡年會，在友誼之家

落隊走失，與旅行團失聯，由於未攜手機且

語言不通，焦急萬分，遂在台灣扶輪廠商太

吉禮品公司攤位前等候，經攤主台北樂陽社

社友 Nancy李孟娟安撫，又巧遇 3481地區

前總監陳

中 統 PDG 

John，熱心 

協助帶他

同團行走， 

最後安返

旅 館， 與

自己地區

旅行團社

友會合，留下難忘回憶。

台灣在德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

據聞，今年台灣來德國的扶輪交換學生為

數不少。6月 2日揭幕全會完畢，月刊記者在

漢堡會議中心 A棟 B棟相連天橋上簡短訪問

台灣來德國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曾玄凌、洪

國椲、簡愉珊。他們在德國生活已有 9個月，

令他們印象深刻的是啤酒節與好喝的德國啤

酒。他們與接待家庭相處良好，但是 Home爸

大多說話坦白直接，規定嚴格，不易說笑。

這次年會交換

生也幫忙拿國

旗協助獻旗儀

式。他們定期

要交報告給地

區的青少年交

換委員會，月

刊邀請他們摘

要整理這些報

告，將有趣或

有意義的活動

或經驗透過委

員會投稿台灣

扶輪月刊，與

台灣的扶輪社

友及讀者分享。

國際扶輪理事提名人劉啟田談目標

這次漢堡國際年會閉幕全會散場時，台

灣扶輪月刊記者巧遇國際扶輪理事提名人劉啟

田 RIDN Surgeon與夫人尹秀容 Grace。他談

起他在 2017-19年扶輪協調人兩年任內，最重

要的責任就是增加 10B地帶社友人數，很欣

慰台灣社友成長名列前茅：在 2018-19年，12

個地區增加近 2,000人，加上中國大陸及港澳

3450地區，共增加 2,200人左右；兩年來台灣

成立了33個新社、中國大陸增加了5個新社、

3450地區港澳也增加了 7個新社，總共增加

了 45個新社。

他表示要增加社員人數必須 1)吸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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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入社；2)留住舊社友；3)成立新社。

近 3年來，為增加社友人數，國際扶輪及

國際扶輪社長們特別強調要增加女性及年輕人

入社，尤其注重扶青團團員可以同時加入扶輪

社成為社員。

今年 4月立法會議已通過扶青團將成為扶

青團扶輪社，地位與一般扶輪社位階一樣，可

見如何增加扶青團員及輔導扶青團成為扶青團

扶輪社是國際扶輪最重要目標，全世界社友將

朝此目標邁進。

他表示今年 7月 1日他成為國際扶輪理事

當選人後，他的目標是：

1) 盡力輔導協調台灣扶輪各地區總監、

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共同為台灣扶輪打下

更好的基礎。

2) 敦請各地區內勸服所有社友支持台灣

的扶輪團體。

a. 繳交會費支持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b.  全員訂閱電子版台灣扶輪月刊，支持

台灣扶輪出版及網路資訊協會；

c.  捐獻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掖優秀 

學子；

d.  參與台日國際扶輪親善協會、國際扶

輪台灣前總監協會聯誼活動；

e. 參加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訓練課程。

3) 12個地區參加聯合辦理的 C型肝炎根

除獎助金計畫 （世界衛生組織的目標是在

2030年根除 C肝，台灣的目標是提前在 2025

年之前根除。政府以健保出錢；扶輪出人深入

300多個鄉鎮調查找出 C肝病例。）

4) 增進立法會議發言權 每一地區成

立立法會議委員會。現在立法會議可以用中文

發言，但是台灣的提案數量遠比日、韓、印度

少，若各地區能成立立法會議委員會，由立

法會議代表領導，並鼓勵社友研讀模範扶輪章

程，以增加提案質量。

5) 持續努力增加社友人數，增加捐獻至

國際扶輪基金會及辦理獎助金計畫，並支持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6) 全體社友支持 2021台北國際年會

先鼓勵出席 2020夏威夷國際年會，以拋磚 

引玉。

呂錦美前總監受邀在「婦女在扶輪」�
演講

下屆 2019-21第 9地帶公共形象協調人

PDG May呂錦美前總監接受國際扶輪前副

社長暨前理事珍妮佛‧瓊絲 Jennifer Jones邀

請，於 6月 4日下午 5時至 8時半在漢堡市

的 Emperio Tower Panoramadeck 舉 行 的「 婦

女在扶輪」論壇中演講。會議主辦人是美國

6720 及 6650 地 區 的 Julie Craig 與 Sieglinde 

Warren。出席此會的有首開風氣，第一位加入

扶輪，引發國際扶輪撤銷杜亞特扶輪社會籍，

經法院判決復社，國際扶輪開放女性成為社員

的 Dr. Silvia Whitlock等指標性女性社友。其

他 4位演講人為德國的 Christine Buring、墨西

哥的 Adriana de la Fuente、奈及利亞的 Nama 

Phil Onuigbo、 尚 比 亞 的 Muyatwa Sitali。

PRIVP Jennifer Jones擔任主持人，演講人各

自分享身為女性扶輪社員的經驗，PDG May

在演講中分享了台灣女性扶輪社友百分比在

扶輪世界領先群倫，遠超出平均 ，引起大家

羨慕。她也分享了她成

為社員所遭遇的挑戰，

以及台灣女性社員的現

況。演講完畢，大會頒

贈一個水晶獎座給一位

貢獻良多的女性社員，

隨後用餐聯誼，欣賞俯

瞰市區的美景。

84 2019.7



漢堡年會台灣館

設在友誼之家 4506、4415兩個攤位。

館長 D3522 DG Nellie林乃莉與 D3523 DGN 

Tiffany阮虔芷在年會前 9個月接到籌設台灣館

任務，隨即與 2020-21地區秘書長台北西華扶

輪社 CP Jenny 張 真及台北逸澤社 PN Lynne

邱琳恩組成籌備委員會，經請教上屆台灣館長

PDG ENT李進賢前總監，參考他的經驗後，

決定以不同於以往的方式呈現台灣的扶輪，不

舉行開幕儀式，而是將整個台灣捐獻及社員成

長傲人的成績 包括捐獻 AKS會員 96人、

綜合捐獻達美金 10,324,511元（5月 30日統

計）平均每人捐獻金額全球排名第二、辦理

126個全球獎助金計畫、社員人數增至 34,234

人、851個社 展現以「台灣為品牌，數據

為實力」與國際扶輪社友連結。

此外，為方便國外社友探尋台灣各地區的

服務計畫資訊，將每一個地區各提供一個這些

資訊的 QR Code，整合成一張 12個 QR Code

面板，供訪客用手機掃描查詢。

台灣館展出期間，社友穿著京劇戲服，擺

上傳統戲劇姿勢，吸引多國社友前來探訪。包

括 2020-21國際扶輪社長卡納克及 2019-20扶

輪基金會保管委員奧夫朗克、國外社友、曾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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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台的青少年交

換學生或家長。

除了希望尋求故

友之外，經常詢

問台灣館攤位是

否能夠提供台灣

的服務計畫資訊

或聯絡窗口，提

供他們尋找合作

計畫之夥伴。

台灣各地區

眾多社友，包括現任總監、前總監、總監當選

人、總監提名人、總監指定提名人紛紛前來，

或幫忙顧攤，或相聚聯誼，或商談要事，或答

詢疑問並推廣2021台北國際年會，十分熱情。

月刊採訪駐守攤位的台灣館館長 DGN 

Tiffany，她表示這次台灣館由協會提供的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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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現場應準備名簿及名片盤留下訪客資料。

國際社友表示，他們很佩服台灣扶輪社友的基

金捐獻，及總額高達一千萬美元的 GG案執行

與社員成長成績，他們期待尋找合作伙伴共同

執行服務計畫，創造更美好的世界。

中國大陸 ����特別地區攤位

中國大陸 0052特別地區在友誼之家也

設了一個攤位，展現他們在大陸擴展扶輪社

的成果。助理總監成樹芬 AG Sophia 向月刊

展現攤位上標示大陸目前的扶輪社有北京

社、北京朝陽社（華語）、北京文華社（華

語）、北京 Riviera社 （華語）、成都社、重

慶社、重慶華語社、大連社、大連開發區社

（華語）、杭州社、崑山社（華語）、南京

社、寧波社、青島社、上海社、上海城中社

（華語）、上海 Fresh Start社（華語）、上

海 Gubei社（華語）、上海浦東陸家嘴社（華

語）、上海虹橋社（華語）、上海 Merlion

社、上海西區社（華語） 、瀋陽社、蘇州社、

蘇州華語社、天津社。現任特別代表 （地區

總監）是徐乃達 Richard Zi。中國大陸的扶輪

社友感謝台灣的扶輪領導人、前總監及社友

舉辦訓練課程協助他們接受更深入的扶輪資

訊，期盼能夠與台灣的扶輪發展更多更良好的

關係，取得更多的協助、華語訓練手冊等資

料，及參加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的訓練課

程，也希望合作辦理服務計畫。許多國外社友

包括瑞典的前社長等來訪他們的攤位，交流 

意見。

年刊 250份及觀光局提供資料 250份簡介台灣

觀光景點手冊、平安燈迷你紙燈籠在展期前

兩天即與籌備會準備的 5,000份貼紙、點心、

101大樓圖案及台灣島圖案徽章、台灣 12地

區分布位置之 A4資料夾等小禮物分發一空。

她根據這次的經驗，提出建議：

1) 手冊資料空運費用太貴，應於一個半

月前備妥交籌備會，以海運寄送年會地點。

2) 禮品宜增加份數及控制分發，以免供

不應求。

3) 每一屆主辦台灣館舘長應於年會後提

供完整紀錄或報告，交接與傳承經驗。

4) 經費必須公平確實分擔。此次台灣館

經費的分攤為：12個地區每一地區各捐台幣

35,000元、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8萬

元、台灣總會 10萬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10萬元、台日國際扶輪台日親善會 6萬元、

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個人捐 6萬元、外交部

在台灣館於國際年會後提供完整告，經核准後

將提供 30萬元。

5) 攤位除了展示已辦理的服務計畫也應

展示下年度即將舉辦的計畫，並提供聯絡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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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不知道這麼貴的 C肝新

藥可以健保給付而沒有就

醫。希望台灣所有的扶輪社

友都來參與，告訴你們社區

的民眾這個好消息，鼓勵大

家去篩檢，鼓勵大家去就

醫，就像國際扶輪在全球消

除小兒痲痹，台灣的扶輪社

可以在台灣 2025消除 C肝

達成國家政策目標時，讓全

世界扶輪社看見台灣。

RIDN Surgeon 劉啟田
表達：台灣扶輪社員參與

2025消除 C肝，就像是國

際扶輪在全球參與消除小兒

痲痹一樣，會是台灣扶輪在社區服務上很大的

成就，在未來四年擔任 RI理事的任期中將會

全力鼓吹這項服務，鼓勵所有的地區、所有的

扶輪社及所有的扶輪社員都來積極參與。

國際扶輪 3501地區 DGE Sun 朱先營：
現在的機會是最好的機會，台灣可以在 2025

年完成消除 C肝的目標，DAA新藥的治癒率

高達 97%，而且健保全面給付，扶輪社可以幫

助社區「找出帶原者」並設法鼓勵或安排帶原

者就醫。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社區民眾愛上扶

輪，讓扶輪國際看見台灣。

HEIT主委 PDG Jeffrey 李富健報告：
1. HEIT 委員會為英文縮寫為 H-Hepatitis   

E-Elimination I-Initiative T-Taiwan。

2. HEIT委員會擔任與衛生福利部的聯繫

窗口，鼓勵／獎勵／支持全國各扶輪地

區及扶輪社，本著扶輪關心國人健康，

響應社區需求，積極投入「2025消除 C

2019年 5月 2日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在理

事長張瑞欽 PDG Plastic的領導下，指派 PDG 

Jeffrey 李富健擔任台灣 2025消除 C肝推動委

員會主委，並由全台灣 12個地區主委參加委

員會展開行動。當天衛福部陳時中部長蒞臨致

詞，RI前社長 Gary、RIDN Surgeon、下屆 RC 

Bill、RPIC May及總會理監事都親臨現場表達

鼓勵與支持。

衛福部部長陳時中表示：感謝扶輪社友

熱心為台灣人民的健康所做出的貢獻，並積極

支持台灣 2025消除 C肝的國家政策目標。這

目標如果達成，將可以成為全球扶輪社參與

WHO 2030消除病毒性肝炎的範例，也將提升

台灣扶輪的國際形象。

PRIP Gary 黃其光：衛福部已經準備好了
C肝治療的經費 510億，C肝患者全納入健保

給付，目前的問題是有很多人不知道這訊息，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是否帶有 C肝病毒，很多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台灣 2025消除 C肝計畫
推動消除 �肝計畫主委 � ��������李富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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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的各項社區服

務工作。

3.本著扶輪在全球消除

小兒痲痹運動的精

神，積極響應台灣

2025消除 C肝並鼓

勵各扶輪地區及扶

輪社積極提供下列

服務。

A.衛教文宣或媒體

推廣鼓勵自行篩

檢。（成人健檢

或自費）

B.提供方便及免費

的篩檢服務。（在

地化配合衛生局所或專業機構）

C.協助衛生局所設定並落實目標，提

升扶輪於台灣各鄉鎮的公共形象。

4.目前各地區扶輪社推動的進展狀況（以

手頭資訊為主）

A. 4月 25日由理事長 3510地區 PDG 

Plastic率領，及國策顧問PDG Tony、 

主委 PDG Jeffrey等一行 7人拜訪國

建署署長及主管，並建立未來聯繫 

窗口。

B. 5月 2日第一次委員會議與理監事會

合併舉行，陳時中部長及國家 C肝

旗艦辦公室主任蒲若芳與會餐敘，並

致詞感謝扶輪社的參與，衛福部由蒲

若芳主任擔任聯絡窗口。

C.委員會鼓勵各地區各扶輪社以申請

全球獎助金的方式協助 C肝高風險

鄉鎮，目前規劃中（或已申請）專案

彙整如下：

1.D3522台北大仁社：嘉義縣竹崎鄉

2.D3522台北草山社：花蓮縣六鄉鎮

（GG已核准，已撥款）

3.D3521台北首都社：授證 30週年 

GG專案（地點未定）

4.D3521台北同星社：雲林縣北港鄉

5.D3523台北南德社：台中市大安區

6.D3523台北西南社：雲林縣（地點

規劃中）

7.D3523台北瑞光社：嘉義太保鄉 

(雲林同鄉會 )

8.D3461大甲北區社：台中市大甲區

9.D3462 埔里社：南投縣衛生局

10.D3462： 彰化縣衛生局（配合直腸

大腸癌篩檢也檢驗 C肝）

11.D3510 ：台東縣卑南鄉長濱鄉

12.D3510：高雄市梓官區

13.D3510： 高雄市桃源區

14.D3510：高雄市彌陀區

15.D3482台北圓環社：嘉義新港鄉

（規劃中）

16.D3470：嘉義玉山社（未定）原則

上嘉義縣衛生局 C肝陽性個案追蹤

及轉介醫療

17.D3470：大台南市（玉井區、六甲

區、官田區）（全球獎助金）

18.D3501 桃園社：PP Steve 促成中

（未定），原則上嘉義縣

19.D3522台北文林社 ：配合台大雲

林分院篩檢 1,000人（6月 15日）

（非 GG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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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久旱未雨；我們期待

有陽光的日子，少一點。

今夏，孑孓滋生，天狗熱肆虐；

我們希望天氣的熱情，降一點。

我們需要光與熱，我們也傳遞明

亮與溫暖，在需要的地方付出，在缺

少的地方給予。是您、是他、和我，

在這個年代與這個地方，共同為我們

的現在，以後的未來，持續向前⋯。

在大家的關心、支持和幫助下，

「2019年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第 8

屆校友聯誼會暨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

永續點亮 光耀扶輪
2019年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第 8屆校友聯誼會 

暨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主委交接典禮

高雄啟禾社 ������!��司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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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委交接典禮」圓滿落下帷幕。從 2018年

8月開始計畫籌備到活動結束，在第 8屆校友

會總會長 PDG Gas的領導下，團隊們高度重

視、全力支持，活動籌備期間，精心統籌協

調，大家齊心齊力，同時在總會長 PDG Gas

及新任校長 PDG Stan邀請許多貴賓出席本次

活動，提升了本次活動的規格和層次。校長

PDG Dens及貴賓對本次活動給予了充分肯定

和高度評價，新舊任校長的交接活動極為感人

也讓大家十分難忘。作為本次活動主辦單位，

我們備感榮幸，同時也感謝 RLI的工作團隊表

示誠摯的敬意！

「扶輪是由寬容，親善與服務的精神中

所誕生的」並「從友誼中產生服務，由服務

中產生友誼」；「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的機會」，今天我們

秉持著這樣的精神，籌辦了本次的「2019

年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第 8屆校友聯誼會

暨扶輪領導學院台灣分部主委交接典禮」就

是友誼的增進與良善的服務。在每次的扶輪

活動中，都是每一社友學習扶輪友誼與服務

的時機，多與不熟識的社友相處、體驗及實

踐扶輪友誼。參與扶輪活動尤其跨地區活動

就是最佳的途徑之一。

「『人類因夢想而偉大』，扶輪因轉動

而光耀。」

當你真正的參與扶輪，把扶輪的服務帶進

你的生活中，你就會感受到你的影響力。你會

慢慢的有更多的力量陪你一起參與而去改變人

們的生活。但是你會發現任何人的改變都不及

實際參與的人多。這些都可以在扶輪的領導前

輩中看到。

RLI的前任校長 PDG Dens說：「幸有

PDG Stan慨然伸出援手，在一團混亂中接手

一切事宜，並建立了工作的團隊，將台灣分部

經營得更加順暢。這一年多來我掛名，PDG 

Stan工作，他辛苦我享受，心中滿懷感恩。

RLI在 PDG Stan領導下勢必蒸蒸日上。」；

新任校長 PDG Stan說過「士不可以不弘毅，

任重而道遠」以及「學無止境」教育促成創

新和發展，這就是為什麼扶輪社員需要不停止

的學習和成長。這些話讓我覺得大人物之所以

紅，是因為他們心中有您。感恩有您們，我們

將跟著您的腳步，用心做陣行。

千言萬語，道不盡的感恩，說不完的感

謝，感謝前來參加活動的每一位熱心的校友

及社友，難得的周末，你們從台灣各地來到了

高雄，這是我們大家一年前的約定。當然也要

感謝因特殊情况不能親臨現場的校友們，無論

是否親臨活動現場，我們大家的心都是在一起

的，希望你們明年可以排除萬難，我們下次台

中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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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旋，下了飛機入關又是一番折騰，到飯店

已經晚上 10時半。入住飯店 ：Radisson Hotel 

Kathmandu。

20190502 第二天
今早我們大家把行李都放入可裝 13公斤

的紅色大袋子，此次的整個行程的行李，將

由當地的挑夫們幫大家扛。7時 20分出發到

加德滿都的 Nayapul 機場，預定 8時 10分起

飛去波卡拉，飛機延遲到 10時才起飛，飛行

時間是 30分鐘。波卡拉為迎合登山客，販賣

登山衣服及用品的賣店很多，換錢（1美金對

108盧比）、買睡袋後乘坐巴士，馬路的情況

很差，顛簸了 2個小時到達山腳下 Nayapull。

下午 1時半開始登山，2時 15分到達餐廳用

午餐，為支持當地經濟我們向攤販買了些非常

有特色的手工吊飾紀念品。

3時 15分再次出發登山，從 Birethanti入

安娜普納保護區，一路往上登爬，令人印象深

刻的是一路都可以看到牛馬糞便，看來人與動

這次國際扶輪 3521、3522、3523 山輪

會舉辦 11天的尼泊爾安娜普納基地營 ABC

健行共有 17位團員參加。3522地區東門社

PDG Venture夫婦、東北社 PP Ellick、草山社

Marian、3523地區南德社 PE Thomas、Echo、

Tiffany、樂雅社 PP Sunny、3481地區永東社

Frank及多位前社友、山輪會會友們。因為有

大家的參與及互相照應，才能完成這麼完美的

旅程，及終生難忘的回憶，謹以此日誌方式分

享所有扶輪人。

20190501 第一天
應好友之邀，還有老公的默許之下，我放

膽參加了這 11天的登山行程。

到了機場我們漂亮義氣領隊瑪莉安（草

山社）及 DJ，一如往常很親切的招呼大家，

有這樣的領隊登山很有安全感。搭機從香港轉

機到加德滿都要 4.5個小時，飛機從香港起飛

延誤 1個小時，到了加德滿都又因下雨閃電、

機場停電一時無法降落，好幾班飛機都在空中

國際扶輪 "���、"���、"��"山輪會
�#�（尼泊爾安娜普納基地營）��天之旅日誌

 "��"台北南德社�賴麗珠 $%�


92 2019.7



物的生活是那麼的貼近。路上碰到小學生，

大家將帶來的小餅乾分享給他們。6時半到達

1,700公尺高的 Tikhedhunga 在 Chandra Guess 

House山中小屋入住。

今天登山 5個小時，走了 21,000步，12.4

公里。今晚住山中小屋 Changra Guess House, 

Tikhedhunga，高度 1,700公尺。

20190503 第三天
一早從1,700公尺高Tikhedhunga往上走，

經過吊橋到達高 2,070公尺高 Ulleri後，挑戰

3,300個石階。跟昨天一樣一路上都可以看到

牛馬的糞便，走路時候不小心會踩到黃金。登

山的人不管是那一國人擦肩而過時，都會入鄉

隨俗的互相鼓勵說「Namaste」意思是你好。

今早走了 3個半小時，午餐後上山、下山

走起來非常煎熬，每個人都像苦行僧，走了 5

個小時終於到達高 2,850公尺的 Ghorepani。

今天走了 22,000步，13.8公里。

今晚住在山中小屋高 2,850公尺的 Fishtail 

guest house, Ghorepani。

20190504 第四天
清晨有團員到 Poou Hill看日出，今早天

氣不錯，從山屋的屋頂上就可以看到 8,177公

尺高的 Dhaugalagi mountain及 8,091公尺高的

Annapurna I peak。

一早出發先到 Gurung Dada (top of hill)也

叫做 Thabala（高 3,165公尺），這裡是觀看

群山的好地點，群山環繞 7,000-

8,000公尺的高山群都是那麼的鮮

明及壯麗。接著再往上走，途中看

到了工作的馬群，身上掛著鈴鐺走

起路來搖搖擺擺，鈴鐺的聲音很響

亮。山上不少村落都有提供住宿、

餐點、手工品。最後到達了 2,063

公尺高的 Chuile。

上午走了 3個半小時，下午

走了 4個半小時。今天走了 25,000

步，25.1公里，是 M形的行程。

今 晚 入 住 Chuile 山 屋 Mountain 

Discovery Lodge。高度2,063公尺。

20190505 第五天
一早出發往 2,170公尺高的 Chhomrong 

Hill途中經過 Gurjung School小學，這所小學

是為 2015年尼泊爾大地震失去父母的孤兒所

設立的，我們既然有緣經過這裡，當然大家就

多多少少捐款給 Gurjung School。

早上 8時 10分出發走了 5個小時到了

Chhomrong用午餐。下午 2時 10分大家往下

行 400公尺到達 Modi Khola谷底後，再往上

向 2,350公尺高的 Sinuwa去。一路上經過 3

個吊橋（兩個山谷之間都會有吊橋），花了 4

個小時才到達 Sinuwa，一路上壯觀重重疊疊

的遠山山谷及美麗的梯田入眼簾，一天的辛勞

有了些許的安慰。

今天走了 25,000步，16.5公里，是W行

的行程，到此每天都走到鐵腿，瑪莉安每天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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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晚餐時都發肌肉痠痛放鬆劑給大家，真是

貼心。

再說台灣中華電信的漫遊在此不通，必須

以 150盧比租Wi-Fi及另外付充電費 150元。

今晚入住 2,350 公尺高的 Sinuwa Guest 

House。

20190506 第六天
享受瑪莉安豐富的台式早餐後，7時 40

分從 2,350公尺高的 Sinuwa出發經由 Bamboo

（高 2,340公尺）、到 Dovan（高 2,560公尺）

用午餐。在山上的這些天不管是午餐還是晚

餐菜色幾乎都一樣，有馬鈴薯塊、乾麵、一點

點水煮青菜、整顆水煮馬鈴薯、炸炒馬鈴薯、

水餃 (Momo)、Pizza，水果也是千篇一律。菜

色雖然都一樣，但是各個山屋的廚房都很大很

乾淨。還好晚餐瑪莉安都會加臺灣帶來的食

物，否則我們很多人都會餓

肚子。午餐後大家繼續經由

Himalaya（高 2,900公尺）一

路往上登爬，到達今天的目

的地 Deurali（高 3,200公尺）

之前，經過 2個吊橋，山谷、

冰河、雪地高山環繞，這是

一般人很不容易到的地方。

雖然走到腿快斷了，不過為

了一親這樣的大自然美景也

就認了。到了 Deurali時氣溫

好冷，接近零度，大家冷颼

颼的，洗澡的熱水也不熱，

畢竟瓦斯爐是從山下扛上來

的，不容易充足。

山越高電信費也越貴，

今天Wi-Fi及充電租金各要盧

比 250元。今天早上走了 4個

小時，下午走了 4.5 小時，

19,000步，12.2公里 。今晚入

住 Deurali （高 3,200公尺）。

20190507 第七天
一 早 從 高 3,200 公 尺

的 Deurali 往高 3,900 公尺的

MBC（魚尾峰基地營）走了 3個半小時，一

路幾乎都是往上登爬，經過許多的冰河雪地、

河流，還有很多的路根本就不是路，是大大小

小的石頭山，但也只能繼續往前走，一路上白

雪靄靄在山頭的高山環繞四周非常震撼。因為

山高沒有什麼動物與植物，偶而可以聽到鳥叫

聲，看到國花山杜鵑、路邊的小小粉紅色的花

而已。

中午在 MBC的 Fishtail Guest House（高

3,700公尺）用午餐，晚上也是住在這裏。下

午有一批人繼續由MBC（魚尾峰基地營）走

到冰河床的 ABC（安娜普納基地營）再回來

MBC需要 4個小時，另外一批留在 MBC休

息，明天再啟程下山。

有一個西班牙籍的年輕女生從 Deurali往

上登到MBC（魚尾峰基地營）的途中跌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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腳，很痛苦的樣子，在山屋等

直升機來載她，看了實在是不忍

心，我們好多人都安慰她。

今天上午走了 3.5 小時，

下午走了 4個小時。今晚入住

3,700公尺的 MBC Fishtail Guess 

House。

20190508 第八天
一早從 3,700 公尺的 MBC

（魚尾峰基地營）下山到 2,900

公尺的 Himalaya花了 4小時，

在此用午餐。早上也是上上下下

的路途，基本上昨天以前都是登山的方向，而

今天是下山，下山的風景與上山的風景不一

樣，我不時的回頭欣賞陽光照耀之下白雪蓋滿

山頭的高山群，要不是這麼辛苦的步履蹣跚登

到此地，我們不可能有機會被這麼壯觀的群山

懷抱。路上不時的看到背著木頭（據說一片

70公斤）的挑夫，從山下背往 4,100公尺高的

ABC（安娜普納基地營）去蓋山屋之用，看到

他們這麼辛苦心有戚戚焉。

下午從 Himalaya 經由 2,560 公尺高的

Dovan到 2,340公尺高的 Bamboo入住，花了

3.5個小時。今天是住在山上的最後一晚，明

天傍晚就會到波卡拉了。

今晚的晚餐很特別，除了每天的標準菜色

之外，瑪莉安請廚房殺了 6隻雞，Sunny 跟麗

紋這兩位大廚熬煮青菜雞湯，非

常鮮美。我胃口大開吃了兩碗。

今天上午走了 4小時，下午

走了 3.5 小時，24,000 步，16.3

公里。今晚入住 2,340公尺高的

Bamboo。

20190509 第九天
今天提早了一個小時，7時

即出發，因為領隊 DJ希望我

們可以早一點到波卡拉休息及

Shopping。

早上從 Bamboo出發經過橫

斷地形山路經過 Sinuwa往 Chhomrong去。

從 2,350 公尺高的 Sinuwa 往下到 2,170

公尺高的 Chhomrong之間，在後半段幾乎都

是往上 45度坡登爬，我算了一下大概是有 8

個 45度的爬坡有 300公尺高，登爬起來非

常吃力辛苦。一路經過長吊橋、梯田、好多

的馬群、駝馬、高山，風景非常棒。中午在

Chhomrong的 International Guest House用午餐。

下午從 2,170公尺的Chhomrong下到 1,780

公尺的 Siwai乘坐吉普車到波卡拉。下午的行

程是下 500公尺後走 287公尺的長吊橋，又登

爬上 200公尺的行程，又是走到腿軟的一天。

從 Siwai乘坐吉普車到波卡拉的路途中顛簸了

3個小時，不過大家都異口同聲的說寧願這樣

的顛簸，只要不再登爬山路就好，大家都累到

極限了。

今天終於完成了此次艱難的

登喜馬拉雅山脈的 11天（8天登

山）安娜普納基地 ABC行程。

今天上午走了 4.5小時，下午走

了3.5小時，37,000步，17公里。

後記：

尼泊爾的人口有 2,900萬

人，土地大概是台灣的 4倍大，

但大部分都是高山。全世界

8,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有 14座，

其中 8座在尼泊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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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地區年會結束後，我陪 PDG Jerry到

飯店為來台的韓國前總監送行，在回家途中忽

然想到下個月我所屬的中山社還會有日本、香

港、馬來西亞的姊妹社來訪，不禁感覺到扶輪

造就我們和這麼多的各國朋友結緣，實令人

喜悅。

擁有扶輪的馬哥孛羅稱譽之禮密臣 (James 

W. Davidson)於 1921年起，費了兩年半的時

間在澳大利亞、紐西蘭成立了四個扶輪社；

1928年起至 1930年之間，又以三年多的時間

東渡大西洋，從北非、地中海，到東南亞的環

球旅行中，在 11個國家及區域，促成了 23個

扶輪社的成立，成功的將扶輪組織連結到歐、

亞各國，在交通條件不如現在便捷的那個年

代，確實難能可貴。1930年，米山梅吉擔任

RI 70地區總監的時候，為了籌組台北扶輪社

扶輪連結世界
台北中山社 李博信 PP Marine

2019-20年度主題
RI網站

禮密臣 James Davidson
──李博信

扶輪連結世界 Prezi Support

RI社長梅隆尼於國際講習會公布年度主題
RI網站

全球化的扶輪組織 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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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陷入膠著時，他想起曾經同

期擔任 RI理事（註一）的好友

禮密臣正旅次香港，因此立即

電邀其赴台演講，而得以順利

的完成台北扶輪社的創立。這

些都是早期扶輪在國際上合作

所展現的成果。

扶輪與全世界的連結，包

括「友誼」與「服務」。在國際

性的聯誼方面，我們有「扶輪

友誼交換計畫」、「締結姊妹社

計畫」、「扶輪聯誼團體」等。

並透過國際年會的平台，讓全世

界的扶輪社員聚集一堂，彼此交

換經驗及心得，並可以與各國扶輪社員廣結良

緣。在國際服務方面，國際扶輪基金會提供了

很多服務的機會，透過這個組織我們完成了很

多的世界社會服務、根除小兒痲痹等人道與教

育文化的計畫。另外，扶輪青少年交換計畫

(RYE)、新世代服務交換計畫 (NGSE)等等，

都是我們與國際接軌的管道，我們應該善於運

用這些扶輪給我們的機會和資源，才能與世界

各國融合，享受更多的國際友誼。 

扶輪公式雜誌「The Rotarian」及各地的

區域扶輪雜誌，報導了國際扶輪的重要訊息，

以及世界各地的扶輪活動，可以說是讓我們了

解各國民情文化的園地，因此我們可以透過

扶輪雜誌的報導，使我們的視野更為廣闊。由

於我曾經主編過台灣扶輪 70年史及 80年史，

保羅 哈理斯與最早的扶輪社友

扶輪友誼交換及扶輪青少年交換 
6630地區 HOME PAGE

世界社區服務── RC of  Long Beach

來自全世界的感恩 RI D7750網頁

972019.7



心，開拓更寬廣的扶輪世界。

註一：米山梅吉擔任國際扶輪理事時，東亞地

區尚未編列地區編號，因此米山係以相

當於總監職位之特別行政專員 (Special 

Commissioner)的經歷，於 1926年獲選

為 RI理事。迄 1928年日本被編列為

RI 70地區時，米山又被推舉為第一任

總監，任期三年。

因此有機會透過友人的引介，而認識了日本扶

輪 100年史的編輯委員前岡志郎前總監（2720

地區大分別府北扶輪社），也在南山社歐元韻

社友的介紹下，認識了也是日本扶輪百年史編

輯委員的宮崎幸雄（2580地區東京社、前米

山獎學會事務局長）等人，由於我們都是研究

扶輪史的同好，因此得以透過這些因緣互相切

磋，交換意見，而成為好友。尤其前岡前總

監經常寄來他所完成的新作。

同樣的情況，自從我於三年前

開始在「台灣扶輪」月刊定期

撰文以來，也常常接到各地區

扶輪社友的來函鼓勵，或演講

邀約，也認識了很多各地的朋

友，我非常珍惜這些透過扶輪

月刊的機緣所認識的友人。

扶輪宗旨第四條指出：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的

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

性之聯誼，增進國際間之親

善、瞭解與和平。」我們可

以看到扶輪宗旨早已明確的

詮釋了本年度扶輪主題的核心

價值，因此我們更應該緊記於

扶輪雜誌的前身

1911年 1月發行

世界根除小兒痲痹日── RI網站

各種語文的地域扶輪雜誌 李博信

98 2019.7



允答說：「臣罪應滅族，今已自認死罪，不敢

虛妄。殿下（即太子）以臣侍講日久，可憐

我，替我求命罷了，實在沒有問過臣，臣沒有

說過此話，臣以實對，不敢迷亂。」世祖對太

子說：「真是正直的人啊！此亦一般人情所做

不到的，而能臨死不移，且對皇上說實話，是

忠貞的臣子，應該寬宥他。」高允竟然免於一

死。由於世祖對國史一事甚為震怒，就命高允

寫詔書，定罪自崔浩以下，童僕、書吏以上，

共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高允遲疑不寫，

上面又一直催促，高允乞請見世祖一面。高允

說：「崔浩所犯之罪，如果還有其他罪過，不

是臣所敢去知道的，但是寫國史觸犯皇上，罪

應當不至於如此嚴重。」世祖太怒，命令武士

執押高允，太子在旁再拜請命。世祖說：「如

果沒有此人敢觸怒我，恐怕有數千人要被殺死

了，崔浩及其族全部處死，其他的人，都只殺

本人，不累及其族。」高允曾經對人說：「我

在中書（即今之行政院）時，有陰德濟救人

命，如果陽報沒有錯，我應當活到百歲了。」

高允享年九十八。（自許止淨編著《歷史感應

統紀》）

民國初年，許止淨先生說：「高允臨死

不敢作一妄語，而且不忍妄殺他人，自己免於

一死已經是萬幸了，還敢於觸怒皇上去救其他

人，是以虎口餘生，更捋 (ㄌㄜˋ)虎鬚了。

假使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總計為六百四十

族，也就是要殺數千人了，所以高允寧死也不

忍草書聖旨了。他清貧自持，篤信佛法，深信

因果報應的道理，所以能對人生最難得到的壽

命就如操左券（手拿契約）一樣，自信能活到

百歲，一點也不懷疑。」

宋朝名臣大文學家蘇軾（東坡居士）曾

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三槐堂銘》，文中

敘述宋朝名臣兵部侍郎王祐（以後加封為晉國

公，曾經受宋太祖之命去查大臣符彥卿造反之

事，並許以宰相之職做為報酬。王祐不但不貪

圖宰相之職，反而以一家百口的生命力保符

廿九、或問： 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此話

當真？

為善無不報

北魏高允

　　三國以後為魏（曹丕）晉（司馬炎）及南

北朝。南朝為宋（劉裕）、齊（蕭道成）、梁

（蕭衍）、陳（陳霸先）四個朝代，統稱為六

朝。當時北朝為北魏（拓拔珪）、北齊（高

歡）、北周（宇文泰），雄霸中國北部。北魏

世祖的大臣崔浩因編寫國史一事觸犯世祖被

殺。當時幫崔浩一同編寫國史的另外一位大臣

高允也獲罪。高允曾為太子（以後的恭宗）的

老師，所以太子陪高允去見世祖時，替高允

辯稱高允是受制於崔浩的命令而編寫的，請

赦其命。世祖親問高允說：「國史都是崔浩

所作的嗎？」高允答說：「太祖記，鄧淵所撰

寫的。先帝記及今記（即當今皇上的記事）

是我與崔浩一同寫的，但是註疏，我寫的更

多。」世祖大怒說：「這比崔浩的罪還嚴重，

安有生路？」太子說：「皇上天威嚴重，高允

迷亂失次了，我曾問過他，說是崔浩所作。」

世祖問說：「如東宮（太子）所說否？」高

心廬對話
台北西區社 王子哲前社長 PP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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彥卿清白，而觸怒宋太祖並遭貶官。）在其

庭院手植三棵槐樹，相信子孫一定會做到三

公之職。果然，其次子王旦（魏國公，諡文

正，957-1017）為宋真宗的宰相十八年，孫王

素（懿敏公）、曾孫王鞏（字定國）皆位極人

臣。蘇東坡在《三槐堂銘》開頭就說：「天可

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

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天理是

必然的嗎？但賢德之人不一定能顯貴，仁愛的

人不一定長壽；天理不必然的嗎？仁愛的人必

然有好的後代。這兩項怎樣得到折衷的解釋

呢？）。」蘇文忠公認為仁者必壽、仁者必

有後，是必然的天理，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而已。

心廬答說：仁者必壽，仁者必有後，視其福報

的大小，可兌現其中的一種，或二者兼得之。

況高公與王公救人數以千計，且冒著生命的危

險去救與自己沒有關係的人，其福報實在是不

能計量的。金剛經云：「無住相布施，其福德

不可思量。」。所以，高公自信自己能長命百

歲，馬上如數兌現；王公自信子孫能位列三

公，馬上累代將相，就是王公想要福壽雙全，

亦可得之。而宋朝國祚三百多年，朝朝有王氏

子孫在作官，亦是子孫能恪守祖訓，忠孝傳

家，有以致之。蘇東坡的座師歐陽修說：「嗚

呼！為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乃為傳家者所應知的！

卅十、或問：大家都在講人生相欠債，應如何

解釋？

心廬答說：每個人都有「討債」與「還債」兩

種業。還債即前世人家相欠，所以今世人家來

還債；討債即前世欠人家，所以今世人家來討

債。端看個人之宿業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人生。

人生酬業耳！
　　人自無量劫來，累世所積的業，就是今生

的命運。遂有貴賤、富貧、美醜、智愚、窮

通、禍福、壽夭之分，命由前定，各有不同。

先師公 雪公老師（台中佛教蓮社創辦人雪廬

李炳南老居士）在他的《雪廬文集》曾說「夫

人生酬業耳，（人生是來酬報自己過去前世的

業而已）」這是最具智慧的一句話，也是人們

大多沒有聽過或想過的至理名言。業有善業及

惡業兩種。善業（善緣），是一種對自己有好

處的報應。惡業即一般所講的業障，是對自己

不利的報應。所謂因果報應，就是前世為善，

今世得福報；前世作惡，今世得惡報。善緣多

的人，常有貴人幫助，乃至左右逢源，事業順

遂，家庭幸福美滿；惡業多的，就會有比較多

的阻礙，乃至事業不順，家庭失和破碎。這就

是人們互相酬業的結果。前世沒有業力互相關

連的人們是不會相遇在一起。這一切皆由累世

的業力來決定，非個人所能左右的。

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所說：「The world's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 stage where 

every man must play a part.（世界是一個舞台，

所有男女不過是演員而已，而每個人都必須演

一角色。）」

美 國 名 作 家 米 勒（Henry Miller, 1896-

1980）更進一步說：「Every man has his own 

destiny: The only imperative is to follow it, to 

accept it, no matter where it leads him.（每個人

都有他自己的命運，不管安排到哪裡，只有跟

隨它及接受它。）」

美國前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

在其 1961年總統就職演說中所說的名言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ask what 

you can do for your country. （不要問國家能為

你做什麼，要問自己能為國家做何事！） 誠如

所言，每人都要自問自己今生今世對社會、人

類有無貢獻，方能期望來世有更好的命運，子

孫有更好的福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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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1地區豐原西南社

／林峻宏

本社年度職

業參觀活動於 4

月 25 日 舉 行，

此次活動由服務

計畫委員會主委

Bond負責籌劃，

行程安排四站，

社友暨寶眷一行

共 73人參加。

第一站晁陽

綠能園區：晁陽

為亞洲首座寓教

於樂的太陽能農

場，以綠能及有機之方式孕育出一小宇宙，屋頂上放置太陽能板用來吸收能源，在太陽能板下的空

間，則充份利用拿來種植山蘇、過貓、菇類等農作物，利用雨水回收系統及有機肥料。

晁陽期以環保、永續、樂活、健康之太陽能休閒農場的企業化經營，讓在地農民，尤其是返鄉青

年，一同投入安心農業、能源教育、健康飲食，共同追求「友善土地，環保耕種」之目標， 貫徹的十

分的徹底。並協力促進當地成為陽光低碳社區。

第二站澄霖沈香味道森林館：一入澄霖沉香四溢，聞到淡淡的沉香味。館內建築保留當時火力發

電廠外觀，顯得自然粗獷，館內亦陳列了相當多的雕刻藝術品，最令人佇足的是館內的一塊巨大阿里

山三千年的檜木根瘤，遠看非常的壯觀，亦非常的稀有，是個兼具藝術的空間。

故事牆上，娓娓道來述說著澄霖的發展沿革。創始人是陳國英先生，也是一位木工匠人，一步

一腳印的走來，實在很不容易。一句話、一世情、一畝田、一片心，「種下福田，因緣自來」之座右

銘，箇中涵意發人深省。

第三站雲林和生汽車環保回收：來到這裡猶如身歷驚悚電影般（肢體肢解殺肉場）。台灣一年

報廢的車輛約 20萬輛，對於愛車人士而言，看到遍地的殘骸會令人嘆氣，這些車曾經都有人愛過，

也曾經在路上馳騁過，現在淪為一堆空殼是有點讓人不捨，不過這種情緒只維持了三秒，下一秒便見

場內的大型機具將空殼生吞活剝，這些被壓掉的車會再一次的送進熔爐，再製成生活週遭的各種金屬 

器具。

第四站瑞春醬油觀光工廠：瑞春醬油位於雲林西螺，成立於 1921年，至今已近第四代，秉持著

「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堅持古法、時時創新」的宗旨與原則。所生產的醬油均是用黑豆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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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且長達 120天以上的曝

曬與加工製成。

2012年設立工廠，佔地

約 6,000坪，在瑞春醬油工

廠內不僅可以看到瑞春一路

走來的歷史痕跡，還完整呈

現了醬油製程的生產線，從

黑豆的蒸煮、製麴到下缸日

曝、裝瓶、包裝等所有過程

都清楚呈現於民眾面前，廠

房後方更有全國最大甕場，

約 2,000多個陶土古甕，內部就是正在曝曬的醬油，用傳統天然的釀造法讓民眾安心，絕對讓您不虛

此行。

這裡除了有立醬油瓶挑戰與 3D互動遊戲可以玩，還有瑞春伯大公仔伯伯讓大家拍照，更有一個

大型的聚寶甕，來摸摸它或許可以讓您招財進寶哦。

早期扶輪社輪流在各社員的職業場所集會（例會），主要在於就近實際瞭解社員的職業場所。大

家以座談會（扶輪社論壇）瞭解各種情形，並以協助社員經營事業，因此現在的扶輪之職業參觀有二

種目的：其一為認識社員的職業對社會之價值亦即對社會有何功能，對於社會有何利益；第二為聽取

社員如何在其職業場所運用扶輪宗旨的情形，有無困難、有無效果，全體社員亦一併參與討論。

／蔡瑞霖

溫馨五月情本社活力健

行隊在母親節前一週，由隊

長 Lucky及總幹事 HIFI精心

策劃九族一日遊，社員及寶

眷共 166人熱烈報名參加，

盛況空前，很多社友三代同

堂一起出遊。

當日老天爺非常賞臉很

適合旅遊，在水沙連歐洲花

園前拍大合照後展開了今天

的旅程，首先映入眼簾的是

歐洲宮廷式的水沙連歐洲花

園，占地約六公頃，遼闊的皇家氣度，展現歐洲宮廷的花園風情，是台灣最大的歐式花園。

隱身山林的樂園讓全家大小的心飛翔起來，這裡有各種不同刺激度的遊樂設施，讓每個家庭沉浸

在歡樂中。

園區內空中纜車，距地面 40公尺，帶你鳥瞰九族文化村全區美景，發現九族的山林之美。纜車

終點站旁是九族最高處的觀山樓，可以登高遠眺，一覽整個九族文化村全景的最佳地點，海拔 900公

尺，依「山」字建築，還可以遠眺整個魚池鄉間山林美景，同時為九族連結日月潭的日月潭纜車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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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搭乘入口。

中午在巍峨的麗

宮餐廳享用豐盛的午

餐，準備好尚未完成

的旅程。

「 娜 魯 灣 」 是

「您好」、「歡迎」、

「再見」的意思，是

原住民共同的語言也

是問候語。娜魯灣劇

場是九族的經典劇

場，演出台灣原住民

傳統的歌舞藝術，含括各族的舞蹈、祭典歌謠、風俗文化，藉著歌謠及舞蹈的表現將原住民文化展現

出來，震撼性的原住民舞蹈，觀賞之餘，彷彿穿梭時空經歷了一段台灣山地文化之旅。

觀賞完精彩的表演，今日的旅程也即將進入尾聲，搭乘日月潭纜車往伊達邵碼頭，纜車上可一覽

日月潭的米其林三星級湖景，欣賞群山環繞、吹著徐徐微風，非常值得一遊。搭乘纜車途中，可鳥瞰

著名的日月潭景色和魚池、埔里高山盆地群，還有遠眺日月潭越界引水工程奇蹟的日月湧泉大竹湖入

水口，飛越微笑山谷，帶你在 10分鐘的空中旅程中看遍日月潭湖光山色、地理景觀和水文。

帶著依依不捨的心情離開九族往豐饌餐廳，此刻天空下起滂沱的大雨，洗淨我們一天的疲憊，這

次活力健行隊也在大家歡笑聲中落幕。最後感謝隊長 Lucky、總幹事HIFI和所有的工作人員的規劃，

也感謝社長夫人贊助每戶一盒番茄、感謝 Injection夫人贊助每位香蕉、感謝社當 Car贊助一台遊覽車

車資，讓本次活動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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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1地區豐原社

4月 6日由社長帶團一行共

27位社友及夫人展開五天的參

訪之旅。上午搭機前往福岡，旅

途由福岡進出，為了減少舟車勞

頓，所以我們先在九州最大的博

多車站搭乘新幹線前往福山，大

家在新幹線車上享用第一餐日式

便當，當我們抵達福山車站時，

福山姊妹社八杉陽一郎會長帶領

多位社友來迎接我們，步行至我

們下榻的旅館，參加日本福山姊

妹社 65週年社慶，兩社於 1969
福山姐妹社熱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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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以友好社互相往來，一直到 1977年正式締

結姊妹社已有 50年「半世紀」了。晚會氣氛融

洽，晚宴後第二次會卡拉 OK歡唱拉近兩社社

友及夫人的距離及親善聯誼，嗨到最高點。兩

社交換禮品，社長也選了代表台灣藍鵲玻璃飾

品，隱含了許多祝福給對方。

4月 7日福山姊妹社特別安排多位社友陪

同參觀福山城及神勝寺，禪和庭的博物館「寺 -

洸庭」，1965年開基建立的特例地寺院，2016

年 9月 11日重新開幕，當我們抵達時，住持親

自來迎接及全程陪同參觀，通過專用的斜斜長

廊，走進以船作藍圖的洋亭內部，在裡頭靜候

著的是自今未曾經歷過的漆黑世界，眼睛慢慢

適應黑暗，定神凝視後慢慢看到前面浮著漣漪

色的彩光，讓五感變得更為敏銳。通過這個特別的漆黑體驗，我們所看到的大概就是自己的身和心

吧。中餐由福山姊妹社熱情招待並互道再見。下午則前往道後溫泉享受泡湯之樂，夜宿道後溫泉茶玻

瑠，晚餐前欣賞公園櫻花。

晚上泡湯之餘，社長Matsu與 Derma王醫師、祕書Window在泡湯池要離開時，救了一位由新

竹人移民美國德州的謝慶鏘老先生，Derma王醫師先看到老先生無意識即將沉入池中，社長與祕書將

他拉出溫泉池，立即找飯店人員幫忙，還好過半小時左右，他慢慢的可以講話恢復狀態，隔天早上他

生龍活虎地跟我們道謝。

王榮祿社友也開著他的小賓士全程走透透，夜宿愛媛縣道後溫泉，一夕夜雨後，櫻花落了滿地，

似雪的花瓣在寒冷的早晨，讓人真覺得是下雪。

他特別題了一首詩與大家分享。

這次旅遊由邱世文前總監精心安排，交通工具有新幹線、渡輪，住宿也非常講究，也安排了三

天的溫泉旅館，讓社友們在忙碌的一天後能充分的放鬆享泡湯之樂。讓我們在泡湯之旅中做了一件 

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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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2地區大里社／賴輝梧

近幾年來馬拉松路跑，已成為現代人喜愛的運動項目，本社近年來為提升社友、寶眷運動風氣，

增加登山及馬拉松路跑項目，路跑既可與好友享受爆汗健身，又可在路跑中跑出信心及健康，大家趨

之若鶩，社友們也常攜帶大里社社旗，征戰鄰近社區縣市路跑活動，跑出優異的口碑，大里社公共形
象因路跑，在社區民眾心中提高不少。

本社參加了 2019年度韓國慶州櫻花馬活動，4月 6日清晨天未亮，社友夫人們一行 25人帶著興

奮又期待的心情，身穿橘紅色扶輪團服，背後加掛小國旗，更是鮮豔奪目吸引目光，到大會現場各國

福山姐妹社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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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手聚集人山人海，沿途盛大的歡

迎牌樓和旗幟，車道兩側各參加國

國旗飄揚，尤其是身在國外能見到

自己國家國旗，大家都非常感動。

出發後沿湖邊公路跑，湖對

面與岸邊建物美麗景色，兩旁櫻花

樹盛開的花朵，幾乎就要把公路淹

沒，沿途還有韓國傳統舞蹈表演為

選手加油，我們的穿著引起沿途路

跑者注目，有很多社友都聽到陌生

人說「加油、加油」的聲音，在粉

紅色花海及國旗護送下回到休息區，大

家都太興奮了，雀躍不已的在現場又跳

又叫，加上我們一群穿著與眾不同鮮豔

服裝，引起現場韓國 KBS記者前來採

訪，我們興奮的秀出大里社社旗，一面

說明我們來自台灣台中市的大里扶輪

社，這時候他們的警察也過來與我們

合影，這時社友們嗨到最高點，就如

Food秘書所說的「這次的行程是我一

生中難忘的回憶」，創下大里社在國外

路跑的一頁新紀錄，秘書 Food辛苦你

了，大里社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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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羅東西區社／范濤

本社首次申請核准通過的國際扶

輪全球獎助金案GG1984674「袋袋書

香，親子共讀」，在Morris社長及專

案主委 Aral的努力下通過核准，經

費來源為本社 PHF指定 8,000美元，

韓國烏山扶輪社 PHF指定 3,000美

元，3490地區 DDF 6,000美元，3750

地區 DDF 4,000美元，加上國際扶輪 左起 AG Apollo、IPDG Beadhouse、PDG Surgeon、P Morris、
DG Li-Shin、PDG ENT、AG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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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款 15,238美元，總

經費達 35,714美元，折

合新台幣1,101,589元。

「袋袋書香，親

子共讀」活動預計採

購 500個書袋，每袋書

袋中含 8本童書，童書

的內容涵蓋不同領域，

包括知識認知、健康習

慣、生態環保、親情友

伴、同儕相處、情緒教

育、生命教育及創造想

像等幼兒發展所需的重

要觀念，希望藉由家長共讀的陪伴，讓每位幼兒能成長為身心健全的好公民。

幸福啟動捐贈儀式於 5月 15日上午在宜蘭縣政府二樓多功能媒體簡報室舉行，受贈學校涵蓋

宜蘭縣蘇澳鎮、三星鄉、員山鄉及壯圍鄉共 10所幼兒園，未來將視經費擴大捐贈對象，讓更多幼兒 

受益。

Morris社長在捐贈儀式上表示希望藉由捐贈書袋活動改變偏鄉小孩閱讀習慣、擁抱閱讀，讓閱讀

活動成為改變生命的起點，讓宜蘭子弟成為最有知識、最有文化的學童，生命更加幸福。他更進一步

強調，雖然孩子們無法選擇出生的家庭、出生的環境，但是在座有愛心的貴賓們可以選擇幫助他們。

我們都是平凡的，我們參與的扶輪袋袋書香，成就一件不平凡的事，幫助偏鄉小朋友，不是滿足他們

而已，更是很豐富了我們心靈的價值。

感謝 3490地區的大力支持及合作夥伴──宜蘭縣家庭生活教育推廣協會、大洲國小，讓幸福啟

動捐贈儀式活動圓滿成功，期待大家一起以親子共讀翻轉偏鄉孩子的環境限制，創造美好的未來。

羅商扶少團新舊任團

長於 5月 22日下午 2時半

在該校弘道樓 4樓會議室舉

行，本社由 Morris社長及

2019-20年度 Nippon社長當

選人率隊參加。

羅商扶少團由本社於

2012-13年度輔導成立，時

任社長為 IPDG Beadhouse，

主委是 PP CPA（故），於

2012 年 10 月 25 日通過 RI

核准，並於同年 12月 19日

舉行成立大會。

捐贈儀式合影

淨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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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商扶少團在該校指導老師李英維

輔導下，每年度主動辦理各項服務，如

暑假期間的偏鄉學童品德推廣學習營、

一年兩次的淨灘服務、協助創世基金會

勸募發票、擔任公益園遊會活動志工、

協助羅商附幼環境整理維護、學習 CPR

心肺復甦訓練及通過檢定等，本年度也

協辦了宜蘭分區怒海控塑環保影展及地

區成年禮等活動，各項優質表現深獲地

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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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土城社／ PP Stock夫人陳嘉惠女士

母親，孩子心中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藏語裡的意思是：心中的日

月。母親節，理所當然要感謝母親，對

我來說也是如此，母親是形塑我們人格的

啟蒙者，也是從小到大，我們「心中的日

月」。如果說，香格里拉代表每個人心中

的天堂，那麼這個天堂就像母親的愛，存

在著千百種想像，有各式各樣的心意和行

動，總是能讓我們感到安心、自在。

我很感謝能成為母親。謝謝女兒和我

一起創造的開始，我很努力扮演一個母親（雖然可能不及格），但在各種意義及過程中，我卻享受

很多當母親的幸福和快樂，這些簡單、愉快的時光，是我人生過程中，重要而溫暖的記憶。也許，

這樣的日子對某些人來說並不那麼陽光，

但我覺得能以自己的力量穩穩站立的，都

是很棒的人。你是自己的母親。不論任何

處境，我們都可以更快樂的，但更重要的

是，要正視現在的快樂。母親節是讓人生

出力量的節日。真的很快樂，無法更快 

樂了。

後記：很珍惜，每一次扶輪社活動和

社友及夫人的相聚，就像是忙碌生活中，

給自己的一段餘裕。每次活動也許和大家

新任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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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聚方式不一樣，但總能體會感受不一樣的祝福。一直都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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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花蓮港區社

自 107年度起本社開始關心兒少

居家安全議題，今年在服務計畫主委

Longer悉心瞭解兒少居家安全的需求之

後，除了肯定世界展望會提供各項弱勢

兒少的服務外，也號召多位社友共同響

應，籌募修繕經費。日前在 Yo chih社

長及 Longer主委的率領下，與多位社

友一起和展望會東區辦事處蕭主任等人

員，實際走訪花蓮偏鄉：鳳林、萬榮、

瑞穗地區之受助家庭進行訪視，訪視的

過程中，實際瞭解此計畫對他們的幫

助，其中位於鳳林的小庭和姐姐、外婆三人一

起睡在一張床上，生活空間狹小擁擠；廚房也

因年久失修陰暗、潮溼，而門窗則因老舊而失

去其功能，藉由本社提供之修繕補助，改善他

們的生活空間。

半天的時間，訪視了 4戶受助家庭，一

行人雖覺得有點疲倦，但看到那些孩子天真的

笑容都感到滿足，這就是扶輪人「出去服務」

的心境。最後，蕭主任代表受助家庭致贈感謝

狀，Yo chih社長則感謝展望會給予我們機會，

並表達花蓮港區社願意和展望會站在一起，讓

兒少居住安全的議題，持續被關心、被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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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地區蘇澳社

「善」，是善良，是人類發自內心為他人著想的道德意念。「行善」，則是將善良的行為做出來。

如果人人都能做善良的人，並將善良的意念化作行動，世界自然是美好的。

40年前就讀蘇澳鎮士敏國小的李明發先生（發哥），當時的他在校期間，只能用著羨慕的眼神

看同學領取獎學金，從不知道上台領獎的滋味為何，而在一次的善行中，發哥因攙扶老太太過馬路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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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蘇澳社頒發「日行一善」獎牌及獎金 600元，因為感

念蘇澳社的鼓勵，在發哥小小的心靈中自此立志要當扶

輪人。

時光飛逝，一個蘇澳囝仔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東，

經過幾年的努力奮鬥下，目前已是旅行社及民宿的負責

人，亦加入扶輪行列成為台東社社友，而今年剛好屆滿

領取日行一

善獎金的第

40 年， 便 發

心捐出百倍

的金額 6萬元

整回饋蘇澳

社，本社並將此筆金額全數捐予蘇澳海事水產職業學校做

為急難救助金，讓扶輪精神繼續傳承下去。

大善事是善事，小善事是善事；積極的、消極的善

事都是善事，連「善念」也是善事。發現自己的善，尋找

新的善，便是「日行一善」。日行一善並不困難，人人能

做，人人會做，而且人人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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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地區高雄東區社／歐素玉

五月，是康乃馨的季節。花語自

然便是「母性的光輝」。今年度本社

於 5月 5日中午合併 2922次例會暨年

度第四組爐邊會，社長 Roy安排了參

觀結合休閒、知性的「永齡農場」。

下午 1時 20分，社友們扶老攜幼

歡喜的搭車，社內在車上除了準備水

之外，RYE主委 Medical也為大家準

備美味可口的紐西蘭小蘋果給大家享

用，大家在車上邊享用蘋果邊看影集，下午 3時抵達「永齡農場」。天公不作美，下起雨來，臨時改

為室內簡報，「關於農場」 從心出發、看見希望。實現生態、生活、生產，三生一體的產城融合

示範區。永齡農場 高雄杉林有機農場園區，地處高雄市杉林區市中心東北方，緣於八八風災之後

許多人失去家園，「永齡慈善基金會」為協助受災居民當地就業，捐贈建立的世外桃園。全場佔地

五十五公頃，採有機栽種方式，不使用農藥化肥，並取得嚴格把關的慈心有機驗證，全年可生產近百

種以上有機蔬果，是全台規模最大的有機農場。聽完鄭專員解說，雨也漸緩，趁此走出戶外導覽。經

雨的洗滌，空氣很鮮，花草更美，大家就在林專員的介紹認識一些植物後，到 DIY教室體驗「手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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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茶」製作，品嚐茶香，大啖蕃茄（感謝 PP 

Chenda提供）。之後，大家紛紛採買有機蔬

果，不虛之行。下午 5時返回高雄。

晚上 6時 20分抵達今日爐邊會地點「蒸

鮮腸粉」。6時 40分大家歡喜齊聚一堂，席

開 9桌。享用佳餚美酒的同時，社長 Roy祝

福在座的社友、夫人、寶眷們母親節快樂！

並逐桌獻上紅包「漢神禮券 1,000元」，祝

賀偉大媽媽的愛！

爐主們 George、Rich、Designer、Eric、 

Na than、Medc ia l、Franc i s、Chenda、

Surgeon、Ovid，也逐桌敬酒勸菜，感謝社友、寶眷們的賞光！

隨後，社長 Roy與秘書 EPA也藉此機會向每桌敬酒致謝，感謝大家一年來的熱情支持！

2019-20年度的社長 Rich、秘書Michael，揚帆前進，逐桌敬酒，期望全體社友暨寶眷們，不吝

永續熱情支持。

活動於晚上 8時半，畫下完美句點，母親節快樂！

������������������������������

3510地區高雄社／陳靜慧

 一年一度的母親節眷屬聯歡晚會在理事會及爐

主安排於 5月 8日晚上 6時半假海天下餐廳地下室

舉辦，也特別委託 PP House與餐廳洽談，提高餐

價，期望以美食佳餚慰勞偉大辛苦的媽媽們。

7時敲鐘開會，Paul社長致詞感謝爐主們的安

排，並祝福與會所有夫人度過一個愉快的母親佳

節，希望往後社友在每次的眷屬晚會中都能攜家帶

眷踴躍出席，與大家聯絡感情。Ken秘書報告下週

聯合例會訊息及組團赴日拜訪姊妹社的活動

消息後，也帶領大家為本週喜慶的社友及夫

人唱歌慶生。接著邀請今晚爐主群齊聚台

前，並由 PP Cpa代表致詞，希望大家盡興享

用今晚的美酒佳餚。例會中也由 Golf主委主

持 4月份月例賽頒獎，當月僅有 4位參賽通

通有獎，接著由 Paul社長頒發 1、2、3月份

季出席率百分之百獎勵，得獎社友出列領獎

並合影。

鳴鐘閉會用餐前，由 PP Eric帶領全體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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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以德語祝賀之前在他事務所實習的德國大學生 Bianca，她在慕尼黑創了一個扶青團，希望得到來自

台灣各位叔叔伯伯的祝福，並由 Jackie錄影剪輯再寄至德國，堪稱最難學的德語，拗口程度，差點沒

讓大家舌頭打結。

用餐中邊欣賞街頭藝人十一郎帶來的優美歌曲表演，興致一來則上場高歌，席間穿插由 Paul社

長主持，邀請社友親自獻上康乃馨花束給夫人，多位社友伉儷加碼獻上擁抱及熱吻，加上多位小扶輪

在一旁鬧場，現場笑聲熱鬧滾滾。街頭藝人十一郎已與本社配合多次，此次他也用心準備小禮物，要

送給猜中歌曲原唱者的社友及夫人，歌曲聽來熟悉又陌生，困難度雖逐漸提高，但也沒考倒我們，其

中 PDG Tony夫人個人勇奪兩獎，厲害程度讓十一郎佩服不已。

帶著 Paul社長貼心準備的伴手禮後，一年一度的母親節眷屬聯歡晚會在溫馨愉悅的氣氛中圓滿

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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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地區高雄木棉社／蔡宜庭

5月 28日萬安演習後的下

午，一場溫馨感人的捐贈儀式於

4'33''藝文會館展開 奇異果之

歌MV發表會。協助樂團募款、

運作的洪凱莉老師首先介紹 4'33''

的名稱由來及奇異果樂團的成立

目的和活動內容。

高雄市奇異果樂團是全國第

一個成立的殘障樂團，創辦人藍

約翰先生是一位多重身心障礙者，因醫師建議學習打擊爵士鼓以加強活動量達到復健效果，於是投入

了音樂學習與陶藝創作之路，希望藉由自己的生命故事鼓勵身心障礙者與社會大眾們，凡事永不放

棄、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

高雄市奇異果樂團成立至今 20年，創辦人藍約翰先生已逝世多年，藍爸爸也於前年意外身亡，

歷經了近一年群龍無首的僵局，現任團長邀請中華音樂身心靈健康協會理事長洪凱莉加入團隊，借

重她豐富的音樂長才與經驗，使樂團發展更趨於多元、穩定。目前身障團員共 12人，以音樂與自身

故事傳達對生命的尊重，長期舉辦藝文展演活

動，推動生命教育及音樂饗宴，經常在高雄市

文化中心及科學工藝博物館、學校、老人院、

育幼院、監所巡迴演出，廣受好評及支持。

為了讓愛與奇異恩典的故事持續流芳百

世，扶輪社贊助「奇異果之歌 MV拍攝」活

動，將身心障礙者對生命熱誠的展現分享給社

會大眾，期使社會氛圍更具活力與希望的正向

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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