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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扶輪社友，

就全球來講，包括已開發和開發中國家，兒童死亡率正在下降，人類平
均壽命上升。在 1960 年，每 1,000 個新生兒當中，有 182 個未滿五歲就夭折；
今天，那個數字降至 43。1960 年出生的孩子預期平均僅活 52 歲；對比之下，
今年出生的孩子可望活到 71 歲。
最可能決定兒童命運的因素在出生時就確定了，當時如此，現在亦然：
在哪裡出生、家庭的教育及經濟狀況、有無醫療照顧。然而公衛的最重要進
步之一是它已及於每個國家，現在必須及於每個兒童：疫苗接種。
在世界上許多地方，疫苗的使用幾乎根除一度曾廣大蔓延的疾病，例如
白喉、破傷風、及德國麻疹。拜疫苗之賜，自從 2000 年以來已有超過 2,000
萬人從麻疹中被救活。天花已經被根除了――小兒痲痹是下一個。
三十年前，全世界每年估計有 350,000 個小兒痲痹病例。直到這期英文扶
輪月刊付印為止，2016 年只記錄 37 個小兒痲痹病例，這是有史以來最小的數
字。其他所有病例，以及它們可能帶來的痲痹及死亡，都因廣泛使用安全、
可靠、又便宜的疫苗，而避免染病。
總括而言，世界衛生組織估計接種疫苗每一年避免了 200 至 300 萬人死
亡。它也避免了殘障帶來的巨大負擔及經濟損失。然而我們可以做得更好：
藉由改進全世界的疫苗涵蓋率，可避免另外 150 萬人死亡。
這個月，從 4 月 24 日到 30 日，我們與世界衛生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
會、及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一起慶祝世界免疫週，來提升世人對於疫苗
給全球的健康帶來的重大正面影響的認知。今年的主題是「疫苗管用」──
疫苗確實有用。疫苗的增加使用對公衛有廣泛的作用：管制病毒性肝炎、減
少抗生素的需求以及抗藥細菌的發展、與更多兒童及少年獲得基本保健照
顧。在全世界每個角落，例行的疫苗接種一直是確保所有孩子都有最佳機會
能有健康的未來的關鍵。
在一個變化莫測的世界，疫苗提供了奇妙的方法：保護兒童的一生。藉
由一起致力於保護所有兒童免受小兒痲痹及其他可預防的疾病的侵襲，扶輪
真正在服務人類――現在以及往後世世代代。

網站上訊息
國際扶輪社長
約翰‧澤恩的講詞及新聞
請上網察看
www.rotary.org/office-president

約翰‧澤恩
國際扶輪社長

扶輪服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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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先報導

亞特蘭大以豐富的運動歷史為傲，
當 您 於 6 月 10-14 日 前 往 該 地 參 加 國 際
扶輪年會時，或許可以規劃幾趟附帶行
程，前往當地的運動勝地朝聖一番。
即使您無法參加地主籌備委員會所
舉辦、由棒球傳奇人物漢克‧阿倫 Hank
Aaron 主持的特別棒球賽，也應該去看看
勇士隊 (the Braves) 新舊的主場場地。雕
刻家，同時也是扶輪社員的羅斯‧羅辛
Ross Rossin 為阿倫所創作的經典名人堂
雕 像， 就 矗 立 在 透 納 球 場 (Turner Field)
外，在今年以前這裡一直是勇士隊的主
場場地。隨著該隊搬遷到新的太陽信託
棒 球 場 (Sun-Trust Park)， 羅 辛 也 為 新 的
棒球場雕塑另一個阿倫雕像。
喬治亞州人熱愛他們的大學美式
足球隊，而亞特蘭大是喬治亞大學的所
在地（他們還愛屋及烏，一樣喜歡擁有
10 代優良血統的吉祥物――鬥牛犬烏哥
Uga）。在大學美式足球擔任教練，多年
來都是榮譽扶輪社員的文斯•杜里 Vince
Dooley 乃是傳奇人物。他擔任喬治亞大
學隊的總教練長達 25 年，在他的領導之
下，該校締造 70% 的勝率記錄。
如果提到美式足球讓你的血脈賁
張，您可能會想要到大學美式足球名人
堂 (College Football Hall of Fam) 參 觀。
這裡的展覽品分布在數英畝的園區，甚
至還有一個 45 碼的室內球場。地主籌備
委員會將於 6 月 12 日在這裡舉辦一場特
別晚會，可是如果您當時無法參加，這
間場館就在離年會只有幾步之遙。
撰文：HANK SARTIN

提前註冊的優惠於 3 月 31 日截止。
請至 riconvent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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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訊
狩獵採集者
獵鹿在密西根州北部是一種生活方式，敦親睦鄰也是。這就
是密西根州培托斯基日出 (Petoskey Sunrise) 扶輪社近 10 年來為何
和當地獵人合作，捐贈鹿肉給飢餓的家庭。
由於該社的努力，當培托斯基一帶的獵人把獵捕到的鹿隻帶
到當地 4 家肉類加工廠處理時（許多獵人都這麼做），他們選擇
將部份或全部的鹿肉，捐獻給附近河港泉 (Harbor Springs) 的天
賜食糧計畫 (Manna Food Project) 這間食物銀行，後者再透過其
37 個地區賑饑所及餐食計畫來分發。（在密西根州，只有來自商
業化經營、州政府管理的食品加工廠的肉類，賑饑所才能接受及
分送。）
捐贈的鹿肉加工後分裝成一磅裝的絞肉便於分送。
如果某位獵人捐贈一整隻鹿，該社及加工廠會負擔處理費，
該社會保留鹿的嫩腰肉部位。然後，這些嫩腰肉用於扶輪社員所
舉辦一年一度的募款野味晚宴。這場晚宴包括頭獎為一支全新獵
槍的摸彩（獎品由當地一家狩獵用品店提供），該年度捐贈鹿肉
的人都可以獲得摸彩券。
培托斯基日出扶輪社社員史提夫•舒曼 Steve Shuman 說：「我
們一開始的目標是 250 磅，這個數字後來成長為 500、1,000 磅，
然後 1,500 磅。今年，我們超過 1 公噸（約 2,204.6 磅）的門檻。
這種感覺真好。」
在 2008 年共同構思這項計畫的該社社員安迪‧海耶斯 Andy
Hayes 鼓勵其他扶輪社考慮類似的計畫。他說：「這真的是一項扶
輪社做得到的計畫。不必募集大筆資金。
「當我車子後面載著 500 磅的鹿肉，送到賑饑所分發時，我
看到人們在門外排隊領取食物，感覺真的很震撼。」
―― 撰文：ANNE STEIN

35 到 40
一整隻鹿肉的
重量磅數

6 分之 1
面臨飢餓問題的密
西根州居民比例

33 萬 5 千
密西根州獵人在
2015 年所獵捕的
鹿隻數目

TOP LEFT: FRANK ISHMAN

年會
球場之旅

下，是否服用過疫苗。每當有火
車停下來，我們會走上火車，或
是小孩子會探出窗外。隔天，我
們挨家挨戶拜訪。
扶 輪 英 文 月 刊： 談 談 你 們 遇 到
的人。
霍夫曼：莫拉達巴德有一位當地
協調人，她穿著一件美麗的亮橘
色沙麗，態度親切。她的工作是
進入人們的住家，記錄他們的小
孩人數，是否服用過疫苗。因為
她和這些家庭所建立的良好關
係，我們也都被邀請到他們的家
裡，沒有人拒絕服用疫苗。

扶輪人才
辦事員也有自己的「扶輪感動時刻」
去年 9 月， 6 名扶輪辦事員有機會做一件無數扶輪社員都做過的
事： 參 加 印 度 的 全 國 免 疫 日。 這 支 隊 伍 ―― 瓊 提 佳 ‧尤 萊 Chonticha
Yurai、 史 蒂 芬 妮 ‧ 穆 茲 尼 克 Stephanie Tobler Mucznik、 泰 莉 ‧ 藍 德
斯 Terri Landers、 高 橋 麗 子 Reiko Takahashi、 英 格 麗 ‧ 舒 瓦 柏 Ingrid
Schwab、以及南西‧霍夫曼 Nancy Hoffman ――募集超過 1 萬 2 千美元，
和全國免疫日的老手蜜雪兒‧柯羅姆肯 Michelle Kloempken，一起參加
印度北部莫拉德巴德市 (Moradabad) 的免疫活動。我們和霍夫曼、舒瓦
柏、及穆茲尼克談論他們親自參與免疫活動的經驗。

舒瓦柏：我們遇到馬修•瓦格希
斯醫師 Dr. Mathew Varghese，他
在德里為人執行小兒痲痹矯正手
術長達 30 年。他已經執行過數
千次手術，他們努力免費提供手
術。莫拉達巴德的伊瑪目（穆斯
林的領袖或清真寺內率領教徒做
禮拜的人）告訴我們他努力和抗
拒服用疫苗的家庭懇談。他非常
投入與扶輪及社區合作，以凸顯
根除小兒痲痹的重要。
穆茲尼克：這位伊瑪目解釋說，
在 清 真 寺 星 期 五 的 禱 告 前， 他
們 會 談 論 小 兒 痲 痹， 提 醒 大 家
隔 天 就 是 免 疫 日， 父 母 應 該 帶
子女參加。

扶輪英文月刊：什麼事情讓你們
對這個計畫產生興趣？

扶輪英文月刊：你們那三天在做
些什麼？

穆茲尼克：我每天準備為記者進
行媒體簡報，都會接觸到小兒痲
痹計畫。這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可
以親眼看看我每天在講的事情。

霍夫曼：我們真的從最基層瞭解
根除小兒痲痹的故事。我們和我
們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世界衛生
組織的夥伴見面，瞭解整體的策
略，然後走到免疫現場，看到那
些策略如何付諸實行。

霍 夫 曼： 出 發 前 衣 服 都 要 噴 百
滅 寧 (Permethrin) 以 防 蚊 子 靠
近，還要帶含 30% 敵避成份的
防蚊液。

穆茲尼克：我們在莫拉達巴德的
活動現場待了兩天，參與了免疫
活動。我在火車站，和當地扶輪
社 員 一 起。 我 們 會 攔 下 所 有 路
人，詢問他們的子女是否 5 歲以

舒瓦柏：當下就要做筆記或寫下
來，因為事後要記得所有的細節
很難。我用我手機的記事功能來
記事情。這是快速記事情的好方
法。然後還要抹防曬乳液。

霍 夫 曼： 我 在 資 金 發 展 部 門 工
作，所以我有機會與捐獻者聊到
他 們 的「 扶 輪 感 動 時 刻 」， 使
他們對扶輪基金會產生熱情的
經 驗。 在 聽 別 人 改 變 生 命 經 驗
多 年 之 後， 我 自 己 也 很 渴 望 能
夠參與。

扶輪英文月刊：對於準備參加免
疫活動的人，你們有什麼實際的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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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斯禮：聚焦環境
及社員的多樣性

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萊斯禮在國際講習會中對下屆地區總監發表演說

8 臺灣扶輪 2017.4

國際扶輪當選人萊斯禮 Ian
H.S. Riseley 向參加美國加州聖
地牙哥年度國際講習會的下屆
地區總監，公佈他的 2017-18 年
度社長主題――扶輪：改善世
界 (Rotary: Make a Difference)。
身 為 澳 洲 桑 德 林 罕
(Sandringham) 扶輪社社員的萊
斯禮，強力主張保護環境及遏
止氣候變遷，對扶輪「永續發
展」這項目標至為重要。
萊斯禮表示，環境惡化及
全球氣候改變對每個人來說都
是重大威脅。他說：「它們對
那些最容易受到傷害、那些扶
輪負有最大責任者所造成的衝
擊，更是大到不成比例。然而
環境問題很少在扶輪工作計畫
中被提及。」
環 境 惡 化 是 聯 合 國「 威
脅、挑戰、及改變高層專家小
組」所列舉的重大威脅之一。
萊 斯 禮 又 說：「 扶 輪 可
以不把環境永續當作關心重點
的時代早已經過去。它是――
且 必 須 是 ―― 每 個 人 關 心 的
重點。」
社長當選人激勵每個扶輪
社在 7 月 1 日扶輪年度開始到
隔年 4 月 22 日地球日期間，要
求每位社員種植一棵樹，以改
善世界。

ALYCE HENSON/ROTARY INTERNATIONAL

有環保意識的扶輪社員自願至伊利諾州伊文斯敦一處花園擔任義工

在對 2017-18 年度地區總
監的演講中，萊斯禮也呼籲扶
輪社改善其性別平衡，降低社
員的平均年齡。

今 天， 有 21% 的 扶 輪 社
員是女性，比 10 年前的 13%
提高。萊斯禮指出，以這樣的
速率，要達到性別平衡需要 30

扶輪一瞥
扶輪

扶輪青年

扶輪少年

扶輪社區

至 11 月 30 日

社員人數：

服務團

服務團

服務團

止數字

1,227,217

團員人數：

團員人數：

團員人數：

扶輪社數：

226,389

483,230

210,500

35,263

團數：

團數：

團數：

9,843

21,010

9,154

年的時間。他說：「要扶輪達
到一個能反映我們所居住世界
的現況，30 年實在太久了，我
們需要優先改善這情況。」
在 2017 年，539 位 下 屆
地區總監中有 103 位是女性，
萊斯禮說每位都是本組織所需
要的女性類型：「領導人會協
助扶輪連結、代表、提升服務
我們社區所有成員」。
萊斯禮也說扶輪社必須
設法吸引較年輕社員，並讓他
們參與。他告訴與會者，今天
的社員當中約有 5% 在 40 歲
以下，大多數的社員都超過
60 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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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 斯 禮 說：「 試 想 如 果
我們不盡快積極吸收較年輕社
員，10 年或 20 年後的扶輪會
是怎般模樣。」
他 說， 扶 輪 社 今 年 可 以
自行決定要如何促成改變，
可是要讓扶輪往前進步，確
保其未來，乃需要全球社員
團 結 合 作。 他 告 訴 下 屆 總
監：「 我 們 知 道 我 們 團 結 一
心，可以比我們單打獨鬥時
能做到更多。請大家在心中
常保這種團結合作的精神，
並把它帶回你的地區。」
欲 下 載 2017-18 年 度 主
題 資 料 請 至 my.rotary.
org/news-media/officepresident/presidentialtheme。

基金會榮登 CNBC
電視台「改變世
界」慈善機構名單
在美國有線電視台 CNBC
年度「十大改變世界慈善機
構」的名單中，扶輪基金會名
列第三。根據《慈善導航》雜
誌 (Charities Navigator)，這份
2016 年的名單包括一些規模
最大、地位崇高的慈善機構，
協助世界各地的女性、兒童、
貧民、及環境。這些組織也維
持高標準的財務健全、責信制
度、及財務報告的透明度。
扶 輪 基 金 會 串 連 200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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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主委文告

百週年慶祝宣傳扶輪
在世界各地社區，扶輪社員正以創新的
方式慶祝扶輪基金會百週年，展現我們基金
會 100 年來致力行善天下。
扶輪社員已經安排在巴基斯坦發行一張
紀念郵票，主辦一趟多瑙河遊船行程並將部
份盈餘捐獻給基金會，並在加拿大溫哥華販
售瓶身印有「行善天下 100 年」的葡萄酒。
當然，還有數十場百週年紀念晚宴。在
阿奇‧柯藍夫 Arch Klumph 的家鄉克里夫蘭，扶輪社員齊聚一
堂慶祝百週年，以一場宴會及一場由克里夫蘭管絃樂團演出的音
樂會來向這位扶輪基金會之父致敬。除了為我們基金會募集超過
210 萬美元之外，這場活動還向柯藍夫對橫笛的愛好致意。
有些扶輪社員辦理全球獎助金計畫來榮耀基金會。他們在印
尼對抗登革熱，在哥倫比亞提供衛生設施，並在土耳其宣導乳癌
早期篩檢。
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及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響應在今年做
100 件善事紀念百週年的呼籲。他們捐血、拜訪老人、並到食物
賑濟所當義工等，這些只是這個挑戰所啟發的少數幾項活動而已。
藉由慶祝百週年這項里程碑，我們和全世界分享我們的成功
故事。在 2016 年，有線新聞台 CNBC 提名扶輪基金會為「改變
世界十大慈善機構」，讚揚我們的根除小兒痲痹計畫以及我們的
財務健全、責信制度、及財務報告的透明度。此外，募款專業人
士協會也遴選扶輪基金會為 2016 年世界傑出基金會。
我們的百週年尚未結束。各位仍然有時間規劃特別的活動、
進行百週年捐款、並增加更多善行。在 6 月，我希望大家前往亞
特蘭大國際扶輪年會，和我一起參加今年度最盛大的百週年慶祝
活動。

卡爾揚‧潘乃傑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

百週年故事
行善天下：羅馬尼亞

個地理區域的 120 萬名扶輪社
員，一起處理世界最迫切的人
道挑戰，包括鎖定預防疾病、
水及衛生、母親及兒童健康的
計畫。這項排名也肯定扶輪在
根除小兒痲痹行動的角色。扶
輪基金會在 2015 年也入選這
份名單。

一筆扶輪基金會保健、防飢、人道 3-H 獎助
金協助提供牛奶等營養食品給羅馬尼亞的兒童。
欲訂購《行善天下》(Doing Good in the World)
一書、瞭解 3-H 計畫的歷史、及扶輪如何持續支
持兒童營養及健康，請至 shop.rotary.org。

獎勵訂閱月刊達 100% 扶輪社
折扣優惠辦法即日起開始辦理
Dec. 2016
中華民國105 年

TAIWAN ROTARY

12月號

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

國際扶輪臺灣總會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計畫 ―― 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

超有效能服務計畫的七大特色
心中有愛，送愛到史瓦濟蘭
3480 地區 2016 中高齡就業博覽會
蒙特駒．貝爾給扶輪的車輪

本會為鼓勵扶輪社訂閱台灣扶輪月刊，並直接回饋全力支持月刊的扶輪社，已擬定獎勵辦法，
即日起開始辦理如下：
一、凡訂閱「台灣扶輪」月刊達 100% 之扶輪社，訂閱費將獲 10% 折扣優惠。
二、如欲參加此一優惠辦法，扶輪社須按社員人數預繳六個月訂閱費，並不可臨時減少訂閱冊
數。不論任何理由，中途減少訂閱冊數，概不予退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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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線報導

世界綜合報導
全球各地扶輪消息簡訊

1] 玻利維亞
雖然玻利維亞的全國
健保制度會支付治療腦水
腫――過量的腦脊髓液累積
在腦部――的手術及術後照
護，可是植入體內來讓此液
體繞道的瓣膜卻不在給付範
圍。據拉帕茲 (La Paz) 的丘
奎 亞 哥 - 馬 卡 (ChuquiagoMarka) 扶 輪 社 社 員 表 示，
結果許多玻利維亞人會不顧
健康風險，選擇不動手術。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該社在
15 年前成立了一家「瓣膜銀
行」，協助數百名貧窮病患
獲得這項裝置。這項計畫乃
是一個以配合獎助金開辦的
扶輪計畫演變為一項成功全
球獎助金計畫的典範，深獲
肯定，今年 5 月預計捐贈的
瓣膜數量將達到 1,000 個。
從受贈者家庭收取的
35 美 元 費 用 主 要 是 象 徵 性
的 ―― 這 些 瓣 膜 一 般 要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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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玻 利 維 亞 平
均每人醫療支出約為
947 美 金， 相 較 於 美
國的 9,400 美金。

2

1
數百美元，可是丘奎亞哥 - 馬
卡扶輪社的社員長谷川幸雄表
示，這項出資可以「讓每位病
患及其家人獲得必須要有的參
與感。病患不會重視免費獲得
的 行 動 或 事 物 」。 長 谷 川 也
是這間瓣膜銀行負責和該社前
社 長 理 卡 多 ‧ 桑 吉 斯 Ricardo
Sanchez 接洽的協調人。
撰文 Brad Webber

4

2] 美國

3] 日本

在德州的自由鎮 (Liberty)，鐘是當地人民的一種驕
傲。在這個位於休士頓東北方、人口約 8,300 人的小鎮，
有扶輪社員售出的數十個鐘裝飾在住家草坪、企業、以
及公園。自由 (Liberty) 扶輪社前社長，現在是德州貝頓
(Bayton) 扶 輪 社 社 員 的 卡 蘿‧史 丘 斯 Carol Skewes 說：
「這是一位自由鎮扶輪社員比爾‧布拉金 Bill Brackin 的
構想，他想到利用它來為兩個目的募款：根除小兒痲痹等
疾病計畫以及重建自由鐘塔 (Liberty Bell Tower)」，這座
鐘塔安裝了費城自由鐘的仿製品。這些重達 300 磅、3 英
尺高的鐘大約已經售出 80 個，每個售價 300 美元，扣除
成本後，已經各捐贈 6,000 美元給上述兩項計畫。

大約有 800 名扶輪社員、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員、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
扶輪和平獎學金學生、以及他們的家人
出席 11 月 27 日在東京舉辦的扶輪基金
會百週年研討會，展現日本扶輪社員
前受獎人的緊密網絡。這項又名「基
金會前受獎人服務人類」的活動，是
由包含 25 個地區前受獎人團體的日本
扶輪前受獎人協會 (Japan Rotary Alumni
Association) 所主辦。國際扶輪社長澤
恩在主題演講中指出，有三分之二的日
本扶輪地區都有前受獎人協會，而且自
1947 年以來，日本所贊助的扶輪基金
會學者的人數是全球第二高，在 4 萬 3
千多人次當中，日本贊助約 8,700 人。

日本的扶輪米山會
( R o t a r y Yo n e y a m a
Memorial Foundation)
已經支持將近 2 萬名學
生出國深造。

3

5

5] 甘比亞
甘比亞的小村莊賈蘭邦 (Jalanbang) 在 2010
年之前都沒有學校，直到後來一位有企業心的導
遊用滿意客戶的捐款興建一所。英格蘭的艾里 西爾沃 Ely Hereward 扶輪社前社長克莉絲汀‧加
斯考因 Christine Gascoigne，在 2011 年建議她的
扶輪社認養這所曼沙‧波江學校 (Mansa Colley
Bojang School)。隔年，加斯考因還沿北部諾佛
克海岸健行 50 英里，募集近 1,200 英鎊的承諾
捐款，再加上她的扶輪社所捐贈的 400 英鎊。
2015-16 年度，英格蘭 1080 地區的配合獎助金資
助增建一間雞舍及 500 隻才出生一天的小雞。加
斯考因說：「半年不到，它們一天就可以生 400
顆蛋，可掙得 10 英鎊的收入，讓這裡成為甘比
亞第五大產蛋業者。」

4] 巴西
在 南 部 帕 拉 納 州 (Parana) 的 曼 達 圭 里
(Mandaguary) 扶輪社與急救應變人員合作，
辦理一項交通意外演習，並對 2,000 名兒童
及年輕人進行總時數達 18 小時的課程，以強
化道路安全的重要。這項在 9 月 24 日辦理的
車禍模擬強調真實性，消防員和急救員聚集
在亞馬遜大道，來治療「受傷的」行人並撲
滅因分心講手機釀禍的汽車駕駛假人所引發
的起火車輛。在演習之後，扶輪社社員分發
安全駕駛手冊，並推薦相關主題的教育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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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 扶輪的力量在於社員與扶輪社的才華及奉獻。
• 為了確使扶輪基金會得以持續支持扶輪社員、扶輪社、地區行善天
下，保管委員會已經核准一項新的提供資金模式。這個模式與先前
的做法並沒有太多重大的差異。或許最重要的是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並沒有改變。
• 首先，這個模式明定清楚的優先順序，確使計畫、營運支出（資金
發展支出及一般行政支出）以及營運準備金能有充足的經費。
• 目前的不景氣顯示為了安然渡過財務市場日增的變動性，慈善機構
有必要維持包含營運準備金在內的穩健財務基礎。
• 這些措施將可確保扶輪基金會在長遠的未來仍具有履行其使命
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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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支出的資金來源
營運支出＝資金發展＋一般行政

年度基金投資收益

捐贈基金可支出的收益

年度基金捐獻的 5%

全球獎助金現金捐獻的 5%

2015 年 1 月

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 這個提供資金模式的基礎是扶輪基金會有效使用及管理信託給我們之財務資源的優良記錄。扶輪基
金會健全的財務管理以及努力達成財務可為人信任及透明，也年復一年被非營利組織的獨立評審機
構評等為傑出表現的社團。扶輪的網站提供詳細的扶輪基金會財務資訊。
• 這個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實施的提供資金模式，將為各項計畫及使計畫成功所需的營運支出，提
供更可預測的財務支持。用於計畫的資金在未來的年度預計維持大約相同的水準。
• 營運支出及營運準備金傳統上是靠年度基金資產的投資利得及捐獻基金的小部份收益來支應。
• 然而，扶輪基金會有時候會面臨投資損失或收益減少的情況。為了在這樣的時候依然達成其任務，
它會向世界基金先行借用再補回。
• 這種提供資金模式持續仰賴年度基金的投資收益（如圖中深藍色顯示）為主要資金來源。
• 小部份的捐贈基金可支出收益（如圖中黃色顯示）作為營運支出的部份資金。
• 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額外的資金來源可視需要用於支付扶輪基金會的營運支出。
• 年度基金的捐獻有 5% 將指定用於營運支出，或用於累積金額為年度營運支出 3 倍的營運準備金。
• 全球獎助金的現金捐獻將有 5% 用於協助支應與上述捐獻相關的支出。
• 偶爾，扶輪基金會收到企業或扶輪基金會的高額捐獻（超過 50 萬美金）。這些捐獻最多有 10%
可用於營運支出。
• 此舉讓扶輪基金會的資金來源多元化，降低對任何單一來源的依賴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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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制度 2015 年 7 月 1 日生效

1,000 美元

美元

捐獻

500 美元

500 美元
指定提撥

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世界基金

100% 回歸地區

減去 50 美元＝ 450 美元

2015 年 1 月

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 讓我們對其中一些資金來源說明得更詳細一點。年度基金的捐獻將
繼續把 50% 撥配給地區指定用途基金 (DDF)，50% 撥配給世界基
金。地區指定用途基金的撥配方式絕不會改變。
• 將指定撥給可能用於支付扶輪基金會營運支出的 5% 將來自世界基
金。只有當投資收益不足以負擔支出，或是不足以提存作為營運準
備金（最高為年度營運支出的 3 倍）時才會使用。如果這些資金不
需要支應上述目的，將留在世界基金內直到世界基金結算，以確使
計畫有充足的資金。
• 最後步驟，世界基金將進行結算，確使其包含前 3 年捐獻總額的
50% 再加上 500 萬美元――增長係數。只有在這種情況下多餘的
資金才會轉移到捐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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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獎助金的 5% 現金捐獻

全球
獎助金
2015 年 1 月

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 過去，扶輪基金會收到支持獎助金的現金捐獻後，會轉換貨幣，處
理表彰事宜，最後資金就轉給計畫。因為這些資金收到後很快用於
計畫――最多 6 個月――由扶輪基金會快速經手，只有極少的收益
來支應處理這些現金捐獻的費用。
• 一般來說，處理現金捐獻比簡單的年度基金捐獻更費事。一筆全球
獎助金通常有多位以現金支持的贊助人。參與的扶輪社可能分屬好
幾個國家，產生換匯的需求。有些扶輪社捐出一筆款項，而其他扶
輪社可能匯了好幾筆社員的捐獻。因此，表彰程序十分複雜。
• 這就是為何這個提供資金模式包括全球獎助金現金捐獻的 5%，用
於支付處理這些與捐獻相關的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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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長期策略

確使扶輪基金會營運有足夠的資金
維持充足的營運準備金
將多餘的資金轉移至捐贈基金

2015 年 1 月

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 因此，一旦收到資金或指定資金用途後，接下來呢？
• 我們長期的策略一向是確保扶輪基金會有足夠的資源得以支付計畫及營運費用。這點
不會改變。
• 在每年年底時，扶輪基金會可判定是否有足夠的淨投資收益與捐贈基金可支配收益來
負擔營運費用。
• 如果收益足以負擔營運費用，將會計算營運準備金是否達到年度營運費用的 3 倍。
• 如果營運費用及營運準備金都資金充足無虞，再分析世界基金的餘額，確使世界基金
包含前 3 年捐獻的 50%，再加上 500 萬美元的增長係數。
• 如果世界基金的資金充足並有多餘的資金，則這筆多餘的款項將轉撥給捐贈基金。捐
贈基金的收益將可永久用於資助計畫。
• 這種提供資金模式：
○

強化財務健全，確使有充足資源滿足目前需求：計畫及營運費用。

○

建立準備金為不尋常的財務事件預作準備（防範未然基金）：營運準備金。

○

透過捐贈基金增加的收益，確使未來計畫得以成長。

18 臺灣扶輪 2017.4

參考資源

「我們扶輪基金會的提供資金模式」
(Our Foundation's Funding Model)
簡報
「十大必知事項」(Top 10 Things to
Know) 部落格
扶輪基金會提供資金模式問與答
fundingmodel@rotary.org

謝謝各位的關注。或許有許多需要瞭解的資訊。為了確使我們能夠繼續對話和一清二楚，我
們設立一個電子郵件信箱來處理與扶輪基金會提供資金模式改變相關的問題。請把問題和意
見寄到 fundingmodel@rotary.org。所有的資源都可從我們的網站 rotary.org 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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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rm’s length

Americans love wide open spaces – between people

一臂之隔
by FRANK BURES

美國人喜愛寬廣的空間――在人與人之間
撰文 FRANK BURES

DAVE CUTLER

S

幾年前，我和太太
ome years
ago, my wife and I
到泰國南部一所小學教
went
to the south of Thailand
to teach English at an
英文。那是一所位於小
elementary
school. It was a poor
鎮的貧窮學校，校長盡
school in a small town. The prin他所能來接待我們，在
cipal did his best to accommodate
校園裡為我們蓋了一個
us, building
a room for us to live in
at the 房間。這個房間有一間
school. It had a bathroom
and a shower
and many, many pho浴室和淋浴設備，還有
tos of 好多好多學校董事的照
the school’s owner. By local
standards it was luxurious.
片。 以 當 地 的 標 準 來
By our standards, however, it was
這 間thing:
房 間privacy.
已經很
missing說，
one main
A
buffer 豪華。
zone between ourselves and
everyone else.
room
situ然The
而，
以 was
我們
的
ated right
next to the principal’s of標準來說，它缺少一個
fice, and our shared wall stopped
重點：隱私，我們和其
about a foot short of the ceiling. Our
bed sat他每個人之間的緩衝區域。
against one side of this wall. On the
這個房間就在校長辦公室隔
other side was the principal’s desk. It felt, in
a way, 壁，隔間的牆壁離天花板還
as though we were in bed with him.
This有一英尺的空間。我們的床
was not the first time I had noticed
cultural differences regarding personal space.
靠著這面牆擺放，牆的另外
When I lived in East Africa, I saw how my
一頭就是校長的辦公桌。就
need for
space seemed strange and possibly
某種角度來說，我們好像跟
hostile in a very people-oriented culture. But
Americans
have long been notorious for the
他躺在同一張床上。
vast expanses這不是我第一次注意到
of personal space we need. An
article 關於個人空間的文化差異。當
titled “Understanding American Culture ” on the International Student Guide
我住在東非時，我看到我對空
to the USA website advises: “Americans
tend to間的需求在一個以人為導向的
require more personal space than in

文化中，似乎顯得奇怪甚至不
近人情。可是眾所周知，美國
人向來都需要很大的個人空
間。「國際留學生在美指南」
mar17-25-28-column-v3.indd 25
(International Student Guide to
the USA) 網 站 上 一 篇 標 題 為
20 臺灣扶輪 2017.4

〈瞭解美國文化〉的文章建

other cultures. If you try to get too close to
議：「美國人需要的個人空間
an American
during your conversation, he
往往比其他文化的個人空間都
or she
will feel that you are ‘in their face’ and
will更大。
try to back away. Try to avoid physical
contact while
you are speaking, since this
如果你在交談時靠美國
may人太近，對方可能會覺得你
lead to discomfort.”
For me, being touched during a conversa在『 挑 釁 』， 並 且 會 試 著 後
tion does, in fact, lead to discomfort, as does
退。當你講話時要避免肢體
sitting
unnecessarily close to my compatriots.
碰觸，因為這可能會讓對方不
Whenever
I get on a bus or sit in a theater,
I look
around,
舒服。」take in the distances between
people, and
the中
seat
對triangulate
我 來 說，to在find
對話
有that
is as far as possible from everyone. Anthro人碰觸確實會令我不舒服，就
pologist Edward Hall, who coined the term

像沒有必要時坐得太靠近其他
人也會如此。每當我上公車或
是在電影院裡頭，我會四處張
望，以三角測量法估量與其他
人的距離，找到離每個人最遠
的座位。

創造「距離學」來
“proxemics
” to describe the ways hu描述人類使用空間方式
mans use space, argued that this tendency stems from the
‧fact
的人類學家艾德華
霍 that
America
is
a
“noncontact
culture,”
爾 Edward Hall 主張這種
like some others in Asia, northern
傾向源自於美國是一個
Europe, and Britain. A characteristic
「零接觸文化」，就像
of those cultures is an aversion to
亞洲某些國家、北歐、
being touched by strangers.
Americans, Hall found, reserve
和英國一樣。這些文化
the
space up to 18 inches away from
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厭
ourselves for intimate contact; the
惡被陌生人碰觸。霍爾
space from 18 inches to 4 feet away
發現，美國人保留身體
is our “personal distance,” appropri向
英 吋（
約 45.7
ate外for18good
friends
or family
members;
and
we
relegate
公分﹚的空間給親密接our acquaintances18to英吋到
an area 44to
觸；往外
英10 feet
from us (our “social distance ”). Our
尺（ 約 122 公 分 ﹚ 的 空
“public distance ” is about 10 feet. If
間是我們的「個人空間」，適
the
seats on the bus were each 10 feet apart,
合 would
好友或
離我們 4 到
we
all家
be 人；
very happy.
contrasted
us with “contact
cultures ”
10Hall
英 尺（
約 122-305
公分﹚
like
those
found
in
the
Arab
world,
southern
的空間留給認識的人（我們的
Europe, and much of Africa, where people
「社交距離」﹚。我們的「公
stand closer, touch more, and hold eye con共距離」大約是
英尺。如
tact
longer. In Europe10generally,
he found,
果公車上每個座位都能間隔
people preferred a conversational distance
102英尺，我們會很開心。
of
to 3 feet.
More
have
how per霍recent
爾 把studies
我們拿
來shown
和「 接
sonal
space
can
also
vary
according
觸文化」比較，像是阿拉伯世to who
people are conversing with and even what
界、南歐、非洲多數地方，這
language they are using. In Iran, ethnic
些地方的人們站得比較近、較
Kurdish
and Mazandarani women had an

常碰觸、眼神交會的時間也比
M A R C H 2 0 1 7 | THE ROTA R IA N
較長。他發現，歐洲人一般而
言 偏 愛 隔 著 2-3 英 尺（61-92
公分﹚的距離說話。
較新的研究顯示個人空
間也可能會因交談的對象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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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的語言而有所不同。在伊
朗，庫德族和馬薩達蘭人的女
性與同種族的女性在一起時，
平均個人空間大約是 3 英尺
（約 92 公分﹚。可是和其他
種族的女性一起時，馬薩達蘭
族女性的空間縮減為 2.4 英尺
（約 73 公分﹚，而庫德族女
性則將界限擴張至 4 英尺（約
122 公分﹚。
另外一個研究檢視美
國中西部一所大學的美國、
日 本、 及 委 內 瑞 拉 學 生， 發
現委內瑞拉學生說西班牙語
時 會 間 隔 32 英 吋（ 約 81 公
分﹚，但說英語時會間隔 40
英 吋（ 約 102 公 分 ﹚。 個 人
空間比另外兩國人更多 5 英吋
（約 73 公分﹚的日本學生，
事 實 上 在 說 英 語 時（38.5 英
吋，約 98 公分﹚會比說日語
時（40 英 吋， 約 102 公 分 ﹚
靠得近一些。
美國人對空間的需求來
自何處？是對我們國家開疆闢
土心態的殘留物嗎？是來自我
們酷酷北歐祖先的遺傳嗎？還
是我們極端個人主義傳統的影
響？無論原因為何，它都深植
於我們的文化之中，從長久以
來許多人有逃離人群、擺脫文
明、隱身於森林木屋的夢想
茲可證明。梭羅 (Henry David
Thoreau) 在《 湖 濱 散 記 》
(Walden) 一書中寫道：「有人
為伴，即使是最佳伴侶，很快
就令人厭倦和耗弱。我喜愛獨
處。我不曾找到比孤獨更好的
伴侶。」
就 像 梭 羅 一 樣， 我 喜 歡

一個人度過大量時光。然而隨
著我們社會變得更繁榮，科技
更進步，我們把他人隔開的能
力也就提升，我開始在思考我
們對空間的渴求與對陪伴的需
求如何相互抗衡。
有些研究者對於寂寞的
普及速率有所警覺：在 1985
年，「你有多少位密友？」這
個問題最常見的答案是「三
位」。可是在 2004 年，最常
見的答案是「零」――有 25%
的受訪者都這麼回答。如果你
把家人排除不算，這個數字會
躍升為 50%。
孤獨和寂寞是不一樣
的。孤獨只是自己一個人，寂
寞源自於缺乏想要的社交連
結。如果你的感情關係是膚淺
的，或是你覺得受到誤解，這
也可能會產生寂寞的感覺。
（就像梭羅說的：「我們出國
在人群中往往比待在自己家更
感到寂寞。」﹚孤獨是你可以
選擇的，寂寞不是。
根 據《 寂 寞： 人 性 及 社
交 連 結 的 需 求 》(Loneliness:
Human Nature and the Need
for Social Connection) 作 者 心
理 學 家 約 翰 ‧ 卡 丘 波 (John
Cacioppo)， 這 種 感 覺 是「 一
種警訊，深植於基因之中」，
警告我們要「採取行動來改變
一個不自在、可能有危險的情
況」。我們對寂寞的心理反
應，就跟對身體疼痛類似。
可是雖然寂寞可能是
一項警訊，我們現在知道它
本身也是一種危險。寂寞會
壓 抑 免 疫 反 應， 提 高 血 壓，

並可能會讓心臟病發作風險
增 加 29%， 中 風 機 率 增 加
32%。寂寞可能會造成憂鬱、
多 疑、 及 社 交 焦 慮。 對 健 康
的整體威脅和一天抽 15 根煙
不相上下。慢性寂寞可能會
讓死亡率增加 26%。
心 理 學 家 蘇 珊‧平 克
(Susan Pinker) 在她的著作《村
莊效應：面對面的接觸如何使
我 們 更 健 康、 快 樂、 聰 明 》
(The Village Effect: How Faceto-Face Contact Can Make Us
Healthier, Happier, and Smarter)
中主張與人的接觸是逆轉上述
影響的關鍵。它會製造隔離疾
病的保護罩，有助於減少發
炎， 改 善 代 謝， 並 增 強 免 疫
力。她證明上教堂以及與家人
聚餐的大多數的心理及生理益
處，事實上都是定期和他人進
行有意義互動的結果。
我仍然不想和校長共用
一道牆，可是我真的擔心我們
文化所重視的個人空間問題。
現在每個人身處自己的數位碉
堡之內，要填滿周圍牆壁的間
隙越來越容易，可以想像有朝
一日我們可以創造出一個只能
容納一個人的個人空間。
作 者 Frank Bures 經 常 為
《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撰 稿。
他 的 著 作《 瘋 狂 地 理 學 》
(The Geography of Madness)
於去年出版。
本文譯自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2017
年 3 月號之 At Arm's Length 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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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予老師輔導與訓練

https://www.rotary.org/en/teaching-teachers-key-literacy

扶輪瞭解讓孩子上學不足以解決識字問題後，轉而輔導及訓練教師
Teaching the Teachers
作者：Arnold R. Grahl

Realizing that getting children into schools isn't enough to solve illiteracy, Rotary
shifts to mentoring and coaching teachers
照片由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提供
By Arnold R. Grahl
On Carolyn
Johnson’s
to the第二次到瓜地馬拉的中央高地時，她認識的一位國小一年級老
central highlands of Guatemala, she met a first‧強森 second
在凱洛琳
Carolynvisit
Johnson
grade teacher who made a shocking confession. Before taking part in the Guatemala
師，向她坦白地說出一段令人震驚的話。在參加瓜地馬拉識字計畫 (Guatemala Literacy Project) 之前，
Literacy Project, the teacher was convinced that her students could not learn to read.

這位老師相信她的學生是學不會識字的。

“She said ‘We were willing to go through the program because it was a day out of class
身為扶輪社員，協助設計這項計畫的課程，並且目前擔任瓜地馬拉識字計畫技術顧問的強森說：
and you
gave us books and you provided us with a nice lunch, but we knew that you were
「她說：『我們願意參加這項計畫是因為那可以少上一天課，你們給我們書本，提供我們豐盛的午
crazy,’
” says Johnson, a Rotarian who helped design the curriculum for the project and
now
serves as a technical adviser for the
餐，可是我們知道你們不夠理智。』
」 Guatemala Literacy Project.

那位老師以及她一百多
位同事在八個月訓練期間，每
個人都接受過數次課堂指導訓
練。學習如何取代死背練習及
重複書寫黑板，改用讓學生能
進行認真思考的練習。
強 森 說：「 後 來 她 激 勵
地告訴我，她的 50 個學生中
有 45 人因為學會識字得以升
上二年級。」這項計畫讓我們
一起進行這項工作的 90% 的
老師都成為支持者。他們再度
對身為教師感到振奮，走進課
堂時相信他們能夠發揮改善的
力量。」
在投資識字計畫數十年
後，專家明白只是讓孩子走進
教室――不管是解決出席的困
難或提供學用品――都是不夠
的。在學生有所成就之前，教
尼泊爾的學生參與由老師主導的好玩又有創意的活動，培養認真思考的技能。
Students in Nepal develop critical-thinking skills by taking part in fun and creative activities
室裡的教學品質必須提升。
led by their teachers.
Photo
courtesy Nepal Teacher Training Innovations
學習成果勝過入學率

That 類似瓜地馬拉識字計畫及尼泊爾的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
teacher and more than a hundred of her colleagues each received(Nepal
several
inTeacher
Training Innovations)
classroom coaching sessions over eight months. They learned how to replace rote

的扶輪計畫，現在努力的方向是轉向於藉由增進教師教學效能來提升兒童閱讀能力。
扶輪、聯合國、美國對外援助署等組織，目前正在把他們的重點移轉到協助教師規劃能確使學生
真正學習的課程。這整個行動的遠大目標是要消弭貧窮，因為有讀寫能力可以增加一個人的學習潛力
以及創造美好人生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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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昆丁‧沃登 Quentin Wodon 已經從專業的觀點及美國華盛頓特區國會山莊
Capitol Hill (Washington DC) 扶輪社社員的角色，來研究教育計畫。沃登認同教師是任何致力於改善
學習的關鍵。
沃登說：「培養孩子學習能力的最佳方式，在於廣泛地思考教師政策。訓練是世界銀行的八大
關鍵目標之一，還有明定對教師的期許、吸引最佳教師的候選人、讓教師的技能與學生需求能相互配
合、讓有能力的校長領導教師、監督、提供持續的支持、並賦予教師努力表現的動機。」
￭ 全世界有 1 億 2 千 2 百萬名兒童不識字
￭ 美國仰賴社會救助者當中有 75% 不識字
沃登的扶輪社目前與尼泊爾的加德滿都 (Kathmandu) 扶輪社合作，支持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
及非政府組織「階段」(PHASE)，將學生安靜、被動學習的教室轉變為積極學習的中心。
沃登說：「改善教學方法不是容易的事，可是像這樣的計畫可以先當開路先鋒。」
舉例來說，在參與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之前，一位老師要非常依賴背誦，讓她的學生抄寫黑
One student approached the teacher with a live
her hand
and表示，在接受訓練之後，這位老
inquired, “This is an
‧ant
板的文字。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主任艾希莉
海格inAshley
Hager
animate object, yes?” The teacher agreed. The child then squashed the ant and asked, “Is
師讓她有關生物與非生物的課程變得更具互動性。這位老師要學童指出物體，描述其不同之處。然後
it still an animate object now?” Caught by surprise, the teacher asked the rest of the
她在黑板上列出這些不同點，並讓學生配對討論。最後的練習是全班到教室外尋找大自然中的實例。
students what they thought, and a lively conversation followed.
一名學生手裡拿著一隻活螞蟻到這位老師身邊問說：「這是生物，對吧！」老師同意。然後這個
Other teachers agree that the training taught them the value of interactive teaching.
孩子把螞蟻壓死後問說：「它現在還是生物嗎？」大感驚訝的老師詢問其他學生的想法，接著是一段
“It’s transformed my way of teaching and given me brilliant ideas to employ the best
熱烈的討論。
teaching practices I have learned,” says Goma Khada, who teaches fourth grade at
其他老師對訓練使他們學到互動教學的價值這點也深表同感。
Shrijana
Higher Secondary School in Thumpakhar.
在桑帕哈的施里亞納高中教四年級的歌瑪•卡達 Goma Khada 說：「它改變我的教學方式，給我

‧海格（前排右）說，該計畫將教室轉
教師在完成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後可獲得研習證書。計畫主任艾希莉
Teachers
receive a certificate of completion after finishing the Nepal
Teacher Training
變為主動學習中心。
Innovations program. The program is transforming classrooms into centers of active
learning, says Director Ashley Hager, front row right.

Photo courtesy Nepal Teacher Training Innov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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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odel project
Another project that’s succeeding is Johnson’s Guatemala Literacy Project. The program
began 20 years ago, setting up computer labs and supplying textbooks for middle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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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極佳的構想可以運用我學到的最佳教學方式。」

模範計畫
另外一項已有成果的計畫是強森的瓜地馬拉識字計畫。這項計畫創始於 20 年前，在西部及中部
高地設立電腦教室，提供教科書給中學生。它已經演變為以教學輔導為主。
美國緬因州亞茅斯 (Yarmouth) 扶輪社社員強森在 2006 年造訪這個區域，為她所屬地區尋找識字
計畫的地點。她看到有可能解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學生閱讀能力低落，最後她辭去小學校長的
工作。
強森說：「以我對於小學教師來說你不是從七年級開始學識字。你必須從一年級開始。」
接下來一年，她數度回到瓜地馬拉，與非政府組織、教師、社區居民、及學校行政主管碰面。她
根據盛行於世界其他地方的「集中語言接觸教學法」開發一套課程，並與在瓜地馬拉很有影響力的非
營利組織「教育合作社」(Cooperative for Education) 成為合作夥伴。
瓜地馬拉識字計畫仍然會提供教科書，並提供兩間電腦教室的設備，讓學生每星期可以親自操
作標準商業軟體 1 小時，如 Windows, Word, Excel。學校行政人員與教育合作社負責收取的管理費用
則用於汰換老舊的書本及設備。
每年，一筆新的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將這項行動擴展至另外 40 間左右的小學及 10 餘所中學。
這些學校是和社區領袖、父母、教師、及行政人員開會後選定的。瓜地馬拉、美國、加拿大、開曼群
島、英格蘭、及日本超過 480 個扶輪社提供財力支援。
每年，大約有 50 名扶輪義工參與運送物資及參訪教室。
在完成訓練之後，多數的老師會繼續使用他們所
學到的東西，來提升自己社區的教育。
強 森 說：「 一 定 會 這 樣 嗎？ 不 一 定， 可 是 老 師
們通常會繼續使用這個學習方法，如果沒有特定的
模式。」

採取行動的必要
幫助其他國家的美國政府機構「美國對外援助
署」(USAID) 長久以來都在推廣低年級的閱讀能力。
它的計畫著重提供教師足夠的專業發展及持續的課堂
支助。
該 署 的 教 育 處 處 長 艾 佛 琳• 羅 德 里 茲 - 培 瑞 茲
Evelyn Rodriguez-Perez 說：「我們所有低年級閱讀計
畫都包括明確的師資訓練，初階訓練之後在同一年度
還有精進訓練。」
舉 例 來 說， 在 肯 亞， 美 國 對 外 援 助 署 和 該 國 政
府合作推動一項全國性活動，包括教學指導、教師訓
練、及短期專業發展計畫。這項活動每年可以普及到
110 萬名兒童。
教師在完成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後可獲得研習
什麼都不做的後果會很嚴重。國際贊助全球教
證書。計畫主任艾希莉‧海格（前排右）說，該計
育 機 會 委 員 會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Financing
畫將教室轉變為主動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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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Education Opportunity) 成立的目的是在凝聚各國領袖、決策者、及研究人員，遊說增加教育經
費。該委員會估計，如果什麼都不變，到了 2030 年，低收入國家會有 2 億 6 千 4 百萬名兒童無法學
會小學程度的基本能力。10 人當中只有 3 人會最起碼程度的閱讀能力。
該委員會主委暨聯合國全球教育特使團幕僚長賈斯汀‧范佛里 Justin Van Fleet 說：「教育、學
習、及培養技能在未來會越來越重要。到了 2050 年，非洲的人口將會倍增，隨著科技與自動化取代
今日高達一半的工作，數十億人將從鄉村區域遷移到都市。」
為了因應這些趨勢，該委員會在 9 月向聯合國提出一份報告，呼籲全球對教育的投資在 2030 年
以前要從 1.3 兆美元增加為 3 兆美元。
同時，努力改善學習成果的機構目前從同儕訓練及輔導方面獲得相當良好的成果。培瑞茲說，
美國對外援助署大多數的低年級閱讀計畫都採用「層疊模式」的教師訓練方式，讓較有技巧的老師受
訓，之後再由他們訓練其他
教師。
這是尼泊爾教師訓練創
新計畫所採用的模式。班達
里老師 KhikaBahaur Bhandari
在他所在的桑帕哈地區達到
頂峰後，獲選擔任尼泊爾教
師訓練創新計畫的輔導員。
班達里深信同儕互動的好處。
班 達 里 說：「 這 個 計 畫
最佳的一點是老師知道有人
會觀察他們，所以他們會有
壓力要好好表現。一旦學生
知道老師能夠用吸引人的方
式教學，如果老師又回到傳
統的講課方式，他們會煩躁
不安。所以即使原本沒有那
麼投入的教師也會繼續籌劃
教案，使用這套方法。」
強森說一個月走進教室
一次是一大挑戰，也會增加
教師訓練是尼泊爾教師訓練創新計畫的關鍵元素，改善學生及教師的課堂體驗。 成本，「可是這樣做才真正
有效用」。
她補充說：「老師可以去受訓，把方法帶回教室。可是也許方法無效是因為遺漏了重要的一個
環節，或者這位老師嘗試過，認定無效，所以就不再嘗試。你需要有人來指導，當作典範，並給你回
饋，告訴你『你做得很好，可是有個小地方可以稍稍調整一下。』」
專家認同：學生參與越多學習過程的機會，他們在學校就表現越好。
本文譯自國際扶輪網站 Teaching the Teachers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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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
改變
世界

Activating YSA
Youth
365
美 國 青
少 年Days
服 務 a Year
激勵青少年行動全年無休

構，例如賓州伯利恆 (Bethlehem) 的雷海谷義

in Bethlehem, Pennsylvania, have led GYSD projects in the past. Acco
Home > GYSD > Activating Youth 365 Days aValley
Year http://www.gysd.org/
工中心 (Volunteer Center of the Lehigh Valley)，

Priscilla Schueck,
Senior Advisor at the Volunteer Center, “GYSD is about en
在過去曾主導全球青少年服務日計畫。根據

educating, and該義工中心資深顧問普麗西拉
recruiting youth to get involved
in making
a difference in their
‧薛克
(Priscilla

說：「全球青少年服務日的重點在於
community”. Schueck)
This year,
youth have elected to tackle the area of eliminating
激勵、教育、及召集年輕人共襄盛舉，一起在
childhood hunger in their community through initiatives including a poster co
社區促成改變。」今年，青少年選擇消弭社區
and valley-wide
food drive.
兒童飢餓這個領域，包括海報比賽及遍及全谷
的食物募集計畫。
For other Lead Agencies, community building will be the target of their GYSD

On 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GYSD)

April 21-23, 2017, youth leaders and activists all over the world will organize
在 2017 年 4 月 21-23 日的全球青少年服
awareness, service, advocacy, and philanthropy projects in their community. While
務日，來自世界各地的青少年領袖和活躍人士
thousands of projects will culminate on GYSD,
efforts.youth
First and adults have spent countless
year organization
將在社區辦理宣導、服務、宣傳、及人道計
hours
organizing
and
leading
service
activities
that
have
allowed
them
to
make
an
畫。雖然數千項計畫會在全球青少年服務日期
至於其他主導機構，建立社區將會是他
FamilyHood Connection,
Inc. is working to create a coalition of students, paren
impact in their communities throughout the other 362 days of the year.
間達到高峰，青少年和成年人花費無數時間籌
們全球青少年服務日的行動目標。首度入選
teachers, and local
officials to create and sustain gardens at local schools in th
劃及辦理服務活動，讓他們得以在這一年的其
的「家庭情誼連結」(FamilyHood
Connection,
Oakland, California area. Expanding on their 1st Saturday
program, the Famil
他
362
天裡，可以在社區裡發揮影響力。
As YSA prepares to highlight the amazing work done on
GYSD,
we want to make
Inc.)
正努力建立學生、家長、教師、及當地官
Connection is determined to increase the number of youth that are activated in
sure 在美國青少年服務準備好強調全球青少年
we showcase our Lead Agency Partner organizations員的合作關係，在加州奧克蘭
and their campaigns to
(Oakland) 當地
communities. For Director David Roach, having youth taking on leadership ro
服務日的成果，我們想要確認我們有展現「主
學校建造花園並負責維持。家庭情誼連結組織
activate youth across the country. Lead Agencies are provided
with funding, official
導機構夥伴組織」(Lead Agency Partner) 及他
their towns “means
they are receiving hands-on training to begin the work nec
擴大他們的每月首週週六計畫，決心增加社區
designation, capacity-building training, and ongoing consultancy to lead high-impact,
們帶動全國各地青少年的運動。主導機構可獲
to solve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
中行動的青少年人數。對於該機構主任大衛
high-visibility
youth
service
activities
and
celebration
events
for
GYSD. As the
得資金、官方認證、增能訓練、及持續的諮詢
羅區 (David Roach) 來說，讓青少年擔任自己
official organizer of GYSD in their region, Lead Agencies are a vital part of creating a
服務，以主導高影響力、高曝光率的青少年服
While hosting鄉鎮的領導角色「表示他們會獲得實地參與的
a signature event on GYSD, our Lead Agency partners work ev
culture where young people have the opportunities and 訓練，展開解決世界問題所需要的工作。」
support to create positive
務活動及全球青少年服務日的慶祝活動。主導
to teach youth about community issues, give them the tools to be successful, a
機構身為其區域的全球青少年服務日官方主辦
change in their communities.
them on the path to在全球青少年服務日舉辦代表性活動的同
empowerment and continued leadership.
單位，在建立一種文化讓年輕人獲得機會與支
時，我們的主導機構夥伴每年都努力教導青少
持在社區促成正向改變方面，扮演關鍵角色。
This year, 69 Lead Agencies were selected to represent 年認識社區問題，給他們成功的工具，並讓他
32 different states and
今 年， 我 們 挑 選 出 69 個 主 導 機 構， 分
Washington, D.C. Many of our Lead Agencies, like the們走向增能及持續領導的道路。
Volunteer Center of the Lehigh
布在 32 個州及華盛頓特區。我們許多主導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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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day Young Hero: Kenneth Xu

Beyond
Home > GYSD > Service 365: 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and Beyond

Global Youth Service Day (GYSD) is the largest service event in

日常小英雄：肯尼斯‧許

only one dedicated to the contributions that children and youth m

服務 365：全球青少年服務日及
year. At YSA, we believe that service should be the common exp
以外
experience of young people all year round, not only on Global Y

全球青少年服務日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服務
活動，也是唯一聚焦兒童及青少年在一年
As we gear up to celebrate and recognize the365
great work that you
天裡所做貢獻的活動。在美國青少年服務，我
on GYSD, we want to showcase some of the great work that som
們相信服務應該是青少年一整年的共同期待與
all year round. These stories help to highlight the idea that youth
經歷，而不是只有在全球青少年服務日期間
assets that possess energy, creativity, and most importantly, com
而已。
their communities a better place. YSA interviewed our current gr
當我們準備慶祝及表揚青少年在全球青少
network
to get their views on what service and Global Youth Ser
年服務日所做的善行時，我們想要呈現他們某
Environmental
literacy
global
them, 365 daysfor
of every
the year.
些人一整年都在進行的好事。這些故事有助於
鑑於氣候變遷的影響力，讓每位地球公民
citizen
is an important priority given the impact of climate
change. Kenneth Xu (17,
凸顯年輕人是社區的資產，擁有活力、創意、
具備環保意識乃是重要任務。北卡羅來那州教
以及――最重要的――改善社區的決心。美國
Chapel Hill, North Carolina) combined his love for nature
and outdoor activities with
堂山 (Chapel Hill)17 歲的肯尼斯‧許 (Kenneth
Josh,
18,Coalition
founder
community service, and founded Student Environmental青少年服務訪問我們目前的受獎人及前受獎人
Education
to of GOALS (Giving Opportu
Xu) 結合他對自然及戶外活動的熱愛及社區
網絡，來瞭解服務及全球青少年服務日對他們
spread awareness about environmentalism among his peers.
He teaches his fellow
服 務， 創 辦「 學 生 環 保 教 育 聯 盟 」(Student
在一年 365 天的意義。
youth
how to tackle
climate
change and cultivates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who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alition)，在同儕間
Who Love Soccer)
will
shape environmental policy.
喬許，18 歲，GOALS 創辦人
傳播環保意識。他教導其他年輕人如何因應氣

候變遷，並培養將可塑造未來環保政策的下一
代領袖。was exposed to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environment
Kenneth
after 肯尼斯在前往中國探視祖父母後，認識
visiting his grandparents in China. A true nature-lover, Kenneth was horrified by
到人類活動對環境的負面影響。當地惡劣的
the poor air quality and dangerous levels of pollution – the entire city he lived in was
空氣品質及污染的危險程度讓熱愛大自然的
at times shrouded in smog, which resulted in low visibility and negative impacts on
肯尼斯震驚不已――他所居住的城市有時候
human health. To mitigate these negative effects, Kenneth decided to fight against
會全城籠罩在霧霾之中，能見度極低，對人
environmental
negligence and educate youth on how to protect our planet.
類健康也造成負面影響。為了抒解這些負面
Josh, 18, is the fo
影響，肯尼斯決定對抗環保疏失，教育青少
Kenneth
believes that the key to effectively mitigate the (Giving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年如何保護地球。
to(Josh)
All Who
Love Soccer), a unified soccer
現年Opportunities
18 歲的喬許
是「給所有足球
肯尼斯相信有效減輕氣候變遷影響的關
change
is to educate future leaders about the environment.
Through
a series
of
with
and without
special
needs.
迷機會」（GOALS,
Giving
Opportunities to All
鍵，就是教育未來的領袖認識環境。透過一
colloquium
lessons, fun activities, free summer camps, education
conservation
Who Love Soccer）的創辦人，這是一個結合
連串的討論會、有趣的活動、免費的夏令營、
有特殊需求兒童及一般兒童的足球計畫。
initiatives and educational campaigns, the Student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Coalition
保護教育計畫、及教育性的運動，學生環保教
「對我來說，服務的概念是我們每個人
provides tools for kids and teenagers in North Carolina to learn about environmentally
育聯盟提供工具給北卡羅來那州的兒童及青少
必須讓我們身處的這一小塊世界――無論有多
responsible behavior and practical environmental solutions.
Through his work,
年，認識對環境負責的行動及實際的環保問題
小――在我們離開時變得比之前更好。不是要
Kenneth
was able to reach out to hundreds of young people and to engage them in
解決方案。透過他的工作，肯尼斯能夠接觸到
試著改變世界上所有不正確的事，我做我能力
STEM
studies. He hopes thatSTEM（科學、技
his non-profit can result into a collective action
數百名年輕人，讓他們參與
所能做到的，來影響我能力所及的範圍。服務
addressing
major environmental issues.
術、工程、數學）研究。他希望他的非營利組
的重點是與社區分享我的才能和熱情，選擇用
織可以化為一股集體行動的力量，來處理重大
他人所貢獻的價值而不是他們有多少需求的角
的環境問題。
度來看待他人。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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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服務不應該是責任，而是你真正熱
愛做的事。為了真正造成不同，我們不能只是
一年當一天義工。持續熱心服務收穫更大，因
為它讓我可以和我社區的其他人建立這麼多美
好的關係。
過去兩年的全球青少年服務日，我配合我
們的足球比賽舉辦派對。這讓更多孩子參與服
務，讓他們和一些可能本來絕不會有機會認識
的孩子一起玩。全球青少年服務日在我心中擁
有特殊的地位。」

提根，17 歲，粉碎兒童癌症創辦人

的保險、許可證、與設備），到控制預算、舉
行理事會議等等，甚至還要填寫報稅表格。
自從 2014 年冬季起，我規劃、發展、執
行一項藥物傳遞系統的實驗性研究，目的是
要更有效治療癌症腫瘤，減少對健康細胞的
傷害。一年多來我在康乃狄克州再生工程學
院的實驗室，在庫姆巴博士及瓊斯博士的指
導之下，進一步測試及研究這點，並期待能
完成研究手稿，出版分享，並進一步協助那
些對抗癌症的人。我也在針對癌症治療時搭
配奈米粒子所用的致病及細菌成份這個相關
領域做文獻評論。

Ian,
12, founder
of The Giving Garden
伊恩，12
歲，奉獻菜園的創辦者

「粉碎兒童癌症」(Shred Kids' Cancer) 是
一個致力於服務社區的非營利組織，提供一個
方法讓孩子有機會對正在對抗癌症的同儕表達
真正的支持。
「我們試圖在世界促成改變，無論我們年
齡有多小。我相信如果我們夠堅強，幫助那些
經歷困難情境的人乃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事。幫
助他人的行為，就是服務。任何服務行為都不
算太微小，我發現親自參與在全球情境中即時
發生的事，會覺得充滿力量。」
提根 (Teagan) 參與過 9 次全球青少年服務
日。我們問提根他如何在全球青少年服務日以
及一年 365 天增進消滅兒童癌症的宗旨。
「身為粉碎兒童癌症組織的執行長，我要
管理本組織前台及後勤所有的工作，從舉辦活
動（尋找贊助、義工、及捐款以取得活動所需

Ian, 12, created

現年 12 歲的伊恩 (Ian) 創辦「奉獻菜園」
plans, builds and installs organic vegetable gardens in schoo
(The Giving Garden)。他在學校規劃、興建、
to
healthy foods for families in need.
架設有機蔬菜園，以提供貧苦家庭免費取得健
康食品的管道。
“For「對我來說，服務讓我可以使用批判性
me, service allows me to use critical thinking and prob
思考及解決問題的技巧，同時採用親手參與的
taking
a hands-on approach to support others in need and ra
方式來支持有需要的人，並提升對我們所在解
problem we are addressing. I’m fortunate to live in Texas w
決之問題的認識。我有幸生活在德州，這裡的
the
winter. This allows me to grow and donate fresh produc
冬天氣候溫和，讓我一整年都可以種植及捐贈
Teachers,
students and parents are always welcome to help
免費的農產品給這些家庭。隨時歡迎教師、學
生、和家長來菜園協助我，幾乎每個週末都有
much
every weekend people are out helping me in the garde

weeding and watering to planting new crops. The best t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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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vest goes to someone in need. It’s the best feeling in

on their face when they receive the fresh food and you know

difference for someone. It lights a spark inside of me and m
more.

人來菜園幫我，從除草、澆水到種植新作物不
等。關於這個計畫最棒的一點是把收割的作物
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上的時候。看到他們收到新
鮮食材臉上的微笑，你知道你的付出為某人造
成改變，那真是全世界最棒的感覺。它點燃我
內心的火花，讓我想要做的更多。
全球青少年服務日通常是我開始架設一座
新菜園或是讓現有菜園準備好春夏季栽種的起
始日。我很期待這個週末，因為它是回饋社區
的一種方式，任何人都可以站出來做義工，尤
其是那些通常不會從事志願服務的人。全球青
少年服務日讓每個人參與，他們都用自己的方
式來出一份力。」

威爾，14 歲，FROGS 創辦人

14 歲 的 威 爾 (Will) 創 立「 達 標 之 友 」
(FROGS, Friends Reaching Our Goals) 時 才 7
歲。達標之友提供健康、新鮮的食物給德州沃
斯堡 (Fort Worth) 最貧窮區域的兒童，同時團
結兒童透過服務創造正面影響。
「服務表示看見社區的需求並採取行
動！我喜歡這麼講：看見需求、訂定計畫、
聚集朋友、改變世界！」我們都有能力在世

界發揮正面影響力，我們只需要行動，而不
是 等 待 他 人 修 正 問 題， 矯 正 錯 誤。 身 為 兒
童，我們有力量成為行動者！最微小的善行
都可以發揮大大改變。
我的服務全年無休，靠的是「成為行動
者！」這表示當我看到需求時行動，鼓勵其
他青少年也成為自己社區的行動者。通常兒童
會認為他們需要他人許可才可以幫助他人；不
必。我們都有力量成為改變的觸媒，我們只需
要看到世界上有錯誤時採取行動。我希望用我
在社區的影響力及透過社群媒體，能夠激勵其
他青少年站出來、行動、促成社會改變。」
威爾和家人已經參與全球青少年服務日
5 年。
「全球青少年服務日是青少年有力量促成

正向改變的絕佳例子。達標之友將提供健康
飲食給貧窮兒童，同時讓他們參與服務計畫
幫助他人。這個週末是一個機會，凸顯青少
年的力量，以及我們所做使世界變得更美好
的好事。我們每個人都有能力在社區促成正
向改變。不管我們住在哪裡、外表如何、或
是來自何種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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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社員訪談 ]

為何援助他國

VIKTOR MILLER GAUSA
VIKTOR MILLER GA USA

開發援助有用嗎？
有用，經濟學家 Steven Radelet 有資料可證明。

Steven Rade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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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下風行悲觀主義。我們不斷聽到事情每下愈況。但真的是這樣嗎？Steven Radelet 認為，
全世界各地人們的生活在過去 20 年已有巨大的進步，他要我們看看這個資料：自從 1990 年
代初期，死於疾病的兒童每一年少 600 萬人，更多女孩子就學，而且超過 11 億人已經脫離
赤貧。
Radelet 是一個在喬治城大學教書的開發經濟學家，他最新出版的書是「大躍升：開發中世
界的崛起」，他說理解進步的關鍵在於後退幾步去看全貌。
「我們通常只看個別國家，或只看短短幾年。我們看不到動態影像，因為我們只看幾張靜態
照片，」他說。「全球窮人在過去 25 年的進步比人類歷史上任何時期都大。」他坦承並不
是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進步，但是他說「沒有人去述說」全世界各地貧窮減少、收入增加、健
康改善、及自由擴大等的故事。
Radelet 是喬治城大學全球人類開發計畫主任暨賴比瑞亞總統 Ellen Johnson Sirleaf 經濟
顧問，曾在數十個開發中國家工作 30 年，主要是在非洲及亞洲。他的工作焦點在於經濟成
長、貧窮降低、教育、貿易、金融，及負債管理。他擔任多國政府的顧問，曾任職美國國
際開發總署、美國國務院及財政部。Radelet 接受來自華盛頓特區的本刊特約編輯 Vanessa
Glavinskas 訪談。
英文扶輪月刊：U2 主持人暨慈善家 Bono 稱
「大躍升」為「人類最偉大成就」的研究。您
認為過去二十年全球最重要的成就有哪些？
RADELET： 人 類 有 巨 大 的 進 步 ―― 貧 窮 減
少、收入成長、健康及教育改善、衝突及戰爭
減少、民主擴散。但是我想其中有兩個亮點。
全世界各地赤貧（世界銀行定義為每天生活費
少於 1.90 美元）人口在過去 25 年減少 10 億
人。赤貧人口從 1990 年代開始下降，而且是
以難以置信的速度下降。主要發生在中國及印
度，但是在全世界大約 60 個國家都有此現象。
在這段期間，人類的健康普遍進步。開發中國
家的平均壽命從 50 歲增加到 65 歲。人們更長
壽是因為我們在對抗疾病，例如人體免疫缺損
病毒 愛滋及瘧疾，以及根除天花方面有進
展，而且在扶輪的大力協助之下，即將根除小

兒痲痹。自 1960 年以來，全世界各地五歲以
下兒童死亡人數已減少百分之 76。這數字仍
然太高，但它是一項巨大的進步。數以百萬計
的兒童活得更久，更健康，他們上學，而且不
像以前那樣貧窮。最明顯的是兒童健康的進步
是全球性的：自 1980 年起，每一個國家的兒
童的死亡率都已下降。我不知道同一時間有其
他任何社經指標在全世界每一個國家都改善。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成就之一――但是幾乎
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
最後，現在大約百分之 80 的女孩子都讀到小
學畢業。數十年前那個數字低於百分之 50。
我們幾乎使就讀小學的女生比例倍增，我們知
道當我們教育一個女孩子，她將更有收入的機
會，她會晚一點結婚，而且生的孩子較少――
但她的孩子將會更健康，更有可能上學，而且
有更多收入的機會。我們知道這些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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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仍然有很長的路要走。有更多女孩子
需要我們去接觸，教育的品質需要改進，而且
女孩子的教育需要從小學提升到中學。
英文扶輪月刊：我們在過去 20 年做了什麼，
才能有這樣的成果？
RADELET：部分原因在於改正我們過去所犯
的錯誤――特別是，我指的是冷戰及之前發
生，但在 1980 年代晚期及 90 年代瓦解的殖民
主義。今天的開發中國家在殖民主義之下過了
一段很長的時間。他們無法建立他們自己的政
府制度。他們沒有良好的教育和保健制度。後
來殖民政府大多被美國或蘇聯支持的獨裁者
取代。坦白說，當時我們並不是那麼關心整
體的進步。我們關切的是如何打敗蘇聯及共
產主義。
毛澤東過世，中國在鄧小平領導之下朝新的方
向前進之後，共產主義開始垮台。1989 年，
柏林圍牆倒下，共產主義隨之粉碎。這導致一
個朝向以市場為基礎的經濟政策及制度，呼應
了從獨裁朝向民主的演變。今天大約有三分之
二的開發中國家是民主國家。
全球整合的重要性無與倫比，因為它增進了貿
易機會。開發中國家現在更能從全球市場取得
科技：農業科技、保健科技（例如疫苗）、水
的新來源、新能源、資訊科技、行動電話。莫
三比克北部的孩子之所以能接受在印第安納州
的一家工廠生產的疫苗，正是因為全球化。
而且我們在開發中國家看到一整個新世代的領
導人――政府領導人、平民的社會領導人、
及企業領導人，他們使他們的國家朝新方向
前進。
英文扶輪月刊：扶輪就由許多這樣的領導人所
構成。扶輪社員們在全球進步這件事，能扮演
什麼角色？
RADELET：我們通常會把焦點放在全國領導
人，但是…。我們在扶輪之類團體看到的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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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領導人們針對解決特別問題有進展。在那些
舊殖民地政府或舊獨裁者可能阻擋他們的地
方，現在他們能自由前進，而且他們正運用他
們的智慧及財務資源及精力，來對抗小兒痲痹
或購買教科書給當地學校，或輔導小企業。
英文扶輪月刊：可是，並非人人都有進步。哪
些人被忽略了而沒進步呢？
RADELET：我談到的進步正在影響三分之二
開發中國家。這種進步正在對千千萬萬人產生
正面影響。但是大約有三分之一的開發中國家
根本沒什麼進步，除了保健之外。那些國家是
我們經常在新聞看到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
為他們幾乎有沒有進步。如果你打開電視或收
聽廣播，我們總是聽到世界上有哪些地方傳來
什麼壞消息，而非好消息。
我們聽不到瘧疾死亡人數減半，我們也聽不
到迦納或印尼的選舉成功。我們聽到的是選
舉失敗及暴力及疾病爆發。我想這導致我們
走偏了。
但是並非每個地方都有進步。仍然由獨裁者領
導的國家沒有進步：就像 Robert Mugabe 的辛
巴威這類地方。以及政府缺乏效能的地方，例
如海地或委內瑞拉，這兩個國家從民主走向不
折不扣的獨裁。仍然有許多國家的領導品質相
當不好。雖然整體而言衝突比 30 年前少，但
是在那些沒趕上進步的國家當中，許多仍然捲
入衝突或在地理上孤立，像阿富汗、布吉納法
索、或馬利。
英文扶輪月刊：我們似乎對過去不好的事情健
忘，為什麼？
RADELET：在某種程度上，你問的屬於人類
思考心理學問題，我不敢說我是這方面的專
家。但是有些心理學家說，為了自我生存，人
類的思考會把焦點放在危險。我們天生會把
焦點放在出差錯的地方，但未必會關切表現正
常的地方。第二個理由是記憶會褪色。我們通
常會想起美好的往日，雖然在許多方面，過

去糟透了。當我們在思考開發中國家時，我
們忘記，在 1980 年代，幾乎整個中美洲遍
地烽火，而且幾乎整個拉丁美洲都是由獨裁
者主政。哥倫比亞在 11 月簽署一個和平協
議，這代表很久以來西半球第一次沒有衝突
正在發生。
英文扶輪月刊：在美國，我們一直聽到現在的
日子比以前差的論調。這是真的嗎？
RADELET：我們的確有我們的困難和該做的
努力。在美國，過去 30 年，我們的進步沒有
以前多。我們的平均所得沒有變多少，雖然近
幾年終於增加了。所得不均的問題卻更嚴重
了。但是我們國內的問題是因為世界上其他地
方的進步造成的嗎？
我相信，我們這個國家沒有對全球化的力量做
出適當的回應。在協助因為來自中國或印度或
巴西的新競爭而失業的美國工人，以及因應科
技變遷方面，我們做的不夠。我們必須在教
育、訓練計畫、學徒計畫、以及投資我們的基
礎設施等方面，加快腳步。人們對於其他國家
的興起感到不安，因為它給一些美國人帶來壓
力。但是我相信，而且歷史也已顯示，當其他
國家更繁榮且治理得更好，這對我們是好的。
我們在世界上看到的衝突不是發生在那些進步
很多的國家。衝突發生在那些沒趕上進步的國
家。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擴大進步，但我們
也必須更好好投資在沒趕上進步的美國人身
上。這兩者息息相關。當我們以反射性的反應
動作去阻止其他地方的進步、去關閉我們的邊
界、去阻礙貿易，而更好的解決方法應該是讓
我們持續進步、去投資在我們自己人及我們自
己的基礎設施，以使我們更有競爭力，這是我
們的政治制度失效的地方。
英 文 扶 輪 月 刊： 現 在， 全 世 界 各 地 大 約 有
6,500 萬人流離失所。這將對穩定造成什麼樣
的破壞呢？
RADELET：難民危機主要是敘利亞及中東的

衝突所造成――這個地方是世界上進步最少的
地方，經濟上以及政治上。人們之所以離開自
己的國家是因為國內發生衝突及暴力，或者因
為他們在國內看不到他們想要的經濟機會及政
治自由。人們越看到國內的進步，他們就越看
得到自己及子女有更多的經濟機會，他們就越
覺得政府有回應他們的需求，他們也就越願意
留在國內。他們不會移民到歐洲，他們也不會
移民到我們這裡。
實際上，過去 8 年從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的人
數在下降，主要是因為墨西哥在開發方面有許
多進步。這種進步是我們許多關於全世界各地
安全及穩定的長期目標的核心。
英 文 扶 輪 月 刊： 扶 輪 社 員 們 如 何 促 進 這 種
進步？
RADELET：扶輪社員們可以在他們的社區述
說進步的故事，讓人們不要以為為發展所做的
努力注定失敗。扶輪社員們可以強調國際援助
最終對美國也有好處。各項扶輪計畫改善健康
及教育。讓人們知道這些東西正在發生作用。
我想扶輪的終結小兒痲痹工作是顯示一個組織
如何承擔一個問題去發揮重大影響的好範例。
我喜歡對扶輪團體講話，因為他們很有趣而且
有活力，而且他們當中有許多人承諾要使世界
成為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英文扶輪月刊：您寫「大躍升」的動力來自何
處？您要提醒人們還是有好消息的嗎？
RADELET：在過去幾年，有一個現象讓我感
到挫折：我明明看到開發中國家有很大的進
步，但卻聽到有些人說進步不足為道。我曾在
報上讀到有些人認為國外援助沒有用，從來
一點進步也沒有，並且這個世界還是充滿獨裁
者、飢荒及貧窮。但我從接觸的一般人所見，
或開發資料告訴我的，並非如此。我寫這本書
的目的是要協助做好在實地工作的人的思想工
作，讓他們打消反射性的悲觀主義。因此當某
個人說，「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失敗的，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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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幫助腐敗的獨裁者而已，」你可以說，
「不，事實上，這些努力有用，腐敗的獨裁者
逐漸消失，各個國家都在建立自己的制度。」
人們能用資料來反擊悲觀主義。
英文扶輪月刊：如果過去 20 年有了不起的進
步，您預見往後 20 年會有什麼？
RADELET：未來將決定於我們今天所做的行
動、承諾及決策。在書中，我簡述了三種情
境。其一，未來 20 年會有不均衡的進步，有
許多錯誤的開始和走回頭路。另一種可能性是
進步停滯，因為世界經濟成長遲緩而且有些國
家因領導及選舉問題舉步維艱。第三種可能性
是我們將退步，由於氣候變遷或衝突或其他問
題。任何一種情境都可能發生。聖賢甘地說，
「未來決定於我們今天怎麼做。」
我相信繼續進步這種情境最有可能。這可能反
映我對人類社會最後會把事情大體上做對的信
心。但是那得需要重大決定。那需要圍繞著替
代能源的新科技做大投資。那將需要投資在海
水淡化之類的技術，以降低生產清水的成本。
我們有能力，我們有頭腦，我們有資源。我不
太確定的是我們是否能做出達成那個目標的
決定。
它自己不會從天而降。那需要領導及犧牲及妥
協，以及合作意願。但是如果我們做了，我們
將和世界其餘地方一起做得更好。

有興趣請 Steven Radelet 對貴社演講？
請寫信至 steven.radelet@georgetown.edu
聯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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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個地方可能出錯？
在 他 所 著「 大 躍 升 」 一 書 中，Steven
Radelet 簡述三種預測。如果全球繼續並擴
大進步，他預料一個新的全球繁榮的時代
的黎明即將到來。數以百萬計的人從赤貧
變成小康。在另一種情境，他預料將會繼
續進步，但逐漸減少。最後，他簡述可能
導致停止進步的因素。關於最糟的情境，
他這麼說：
未來有第三種可能：開發被擾亂了，而且
進步停止，甚至倒退。氣候變遷及環境壓
力導致農業生產力降低及缺少乾淨的水，
同時都市人口的成長卻需要更多的糧食及
水。糧食價格上漲，導致一些國家減少農
業貿易，把糧食留在國內。報復性的貿易
緊張攀升到全面貿易戰爭，蔓延到對製造
及服務業進行貿易限制。民眾對物價攀高
和消費減少感到不滿，在這些壓力之下，
政府減少投資，包括減少對於可能有助於
解決一些問題的新科技的投資。資源遭到
掠奪，而非獲得適當管理。國內外為了爭
奪能源、糧食、及水的供應，而升高緊張
而且衝突發生。為了有主權糾紛的南海海
域，中國與鄰近國家之間的對立爆發為軍
事衝突，將美國及日本捲入戰爭。恐怖主
義擴散，並升級到利用更精密的武器來傷
害開發中國家手無寸鐵的平民。全球經濟
成長急遽放緩，開發中國家的人民所得成
長停滯，其中多數國家甚至減少。全球貧
窮上升，而且氣候改變導致健康威脅增加
及疾病的大流行再起。民主開始倒退，由
於一些領導人逮住進步放緩的機會來奪
權，或由於其他致力於實現進步的人無法
兌現更高繁榮的承諾而被拋棄。民主被視
為失敗的實驗，獨裁者再起。

二個多世紀以來，人們預測人口增加、資
源需求上升、及環境和生態破壞，損失將
導致飢荒、戰爭、及進步的逆轉。這種觀
點至少可追溯到偉大的英國神職人員及學
者馬爾薩斯。…馬爾薩斯在 1798 年認為，
由於「兩性之間的情慾」如此強烈，世界
人口的成長注定比糧食成長快得多。尤
其，他堅稱全球人將呈幾何級數增加，而
糧食生產只能以算術級數成長。地球無法
維持迅速成長的人口，他相信，人口成長
早晚會因飢荒、疾病、衝突、或另外一種
災難，而受到遏制。從此以後，馬爾薩斯
成了預測全球滅亡的同義詞。

「提供食物給全部人類的戰爭已經結束。
在 1970 年代，數以億計的人將餓死，儘管
現在已開始實施一些應急計畫。由於為時
已晚，任何作為都無法防止全世界死亡率
大幅上升。」就像之前的馬爾薩斯一樣，
Ehrlich 也絕非笨蛋：他是史丹佛大學生物
系的人口研究 Bing 教授暨史丹佛保存生物
學中心主任。但是也跟馬爾薩斯一樣，他
沒料到綠色革命――當時才方興未艾――
竟大到能擴大亞洲的糧食自足能力。他低
估了社會處理新生問題的能力。他絕不是
最近幾十年來唯一對地球的未來做出嚴重
預測的人。

讓我們給 Malthus 合理的評價：他絕不是
個傻子。他的描述完全捕捉到整個人類歷
史所發生的――直到當時為止。在此之前
的農業生產並未成長得特別快，因此越多
孩子代表每人可吃的東西越少、更擁擠、
而且健康更差。他以工業革命早期及民主
萌發時期的觀點來看事情，並未看出快速
的經濟和政治變化即將展開。他無法預見
知識及科技的巨大成長將導致農業、健
康、及營養的大幅進步，讓這個世界今天
能支撐 70 億人比當年 10 億人過著更繁榮
的日子。他也無法預料到治理的改變及朝
向民主的遞變，使人類社會能改善集體制
定決策的方法並使人們更有能力要求領導
人負起責任。他的基本錯誤是他低估了人
類創新及改變的能力。

所幸，至少到目前為止，這些預測尚未實
現。每當我們面臨人口壓力和資源需求增
加時，人類的回應是以創新、技術的進
步、新的治理架構、以及其他方面的進
步，來協助對抗威脅。

從馬爾薩斯以降，不同時期都有人做過類
似的預測。較為著名者之一是 Paul Ehrlich
的「人口炸彈」――寫於 1968 年，當時全
球人口達到空前未有的 35 億人――書中
預測 1970 年代及 1980 年代將發生大規模
的饑餓及死亡人口攀升，主要是在亞洲。
這本書以這個可怕的警告作為開場白：

可是，過去可能不等於未來。雖然我們過
去做了犧牲及投資來建立知識，產出讓我
們往前進的科技，雖然我們已經發展出更
有效的治理及合作機構作為繁榮的基礎，
但這並不代表未來將會做出類似的投資及
類似的困難決定。馬爾薩斯、Ehrlich、及
其他人所做的預測可能會實現。例如，
Ehrlich 堅持他的預測只是在時間點沒有算
準。全世界人口增加到 90 億或 100 億或
110 億；對能源、水、及其他自然資源的
需求不斷增加；以及氣候變遷和生態危機
將擾亂開發、削弱繁榮、而且造成巨大的
痛苦。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將承受最大的
成本和痛苦，而開發進步的大躍升將是歷
史上短短的一章節。
摘 自「 大 躍 升： 開 發 中 世 界 的 崛 起 」，
Steven Radelet 著。 版 權 2015 年 Steven
Radelet。Simon & Schuster Inc 授權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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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扶輪
探索扶輪

敬的基金會，並成長為世界性組織。扶輪基金
會使扶輪社能夠合作並得到獎助金，以執行世
界各地的服務計畫。

我們的歷史

歡迎並感謝您對扶輪有興趣。
我們是專業人士，分享改善社區及全球生活的
熱情與承諾。

我們是誰

我們在幾乎每個國家都擁有扶輪社，這使我們
做事不受限制。我們一起工作以交換想法、應
用專業知識並實施改造社區的措施。
扶輪已貢獻服務超過 100 年，擁有一個受人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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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已行善天下超過 100 年。這個組織創始於
保羅•哈理斯，他是一名芝加哥的律師，想要
以他幼時在小鎮上感受到的同樣親切的精神創
立一個專業人士組成的社團。他聚集其他三位
專業人士，在芝加哥市中心其中一人的辦公室
集會，他們決定稱這個新的社團為「扶輪」，
因為他們輪流在辦公地點集會。
在 1917 年 的 年 會 上， 阿 奇• 柯 藍 夫（Arch
C. Klumph） 社 長 提 議 建 立 以 行 善 為 天 下 為
目的的捐贈基金會。這個倡議成為「扶輪基
金 會 」， 資 助 各 項 計 畫， 像 是 大 使 獎 學 金
（Ambassadorial Scholarship）以及根除小兒痲
痹等疾病計畫（PolioPlus），並以獎助金支援
全球數以千計的活動。

我們的影響

培養年輕領導人

我們在我們的社區裡工作，並結合其他扶輪社
合作執行解決當今最迫切的人道性的挑戰之國
際計畫，包括對抗疾病、提供潔淨用水、提供
教育及提倡和平。
扶輪或許不是唯一關注這些議題的非營利組
織，但我們堅定的承諾、創新的方法、社區的
參與及全球的網絡皆是獨一無二。我們在別人
看到窒礙難行的地方發現機會。

我們投資新世代的領導人，履行承諾帶來更光
明的未來。我們的計畫為年輕人培養領導技
能、瞭解不同的文化和以人道服務為焦點。

為何加入扶輪？

根除小兒痲痹計畫

加入扶輪使您超越自我。

促進改變
我們最大並感到最驕傲的是我們致力於根除小
兒痲痹的工作。這個行動需要堅持努力，因為
即便我們防止其他的病例，但新的病例還是
會發生。我們於 1979 年發起這項活動，在菲
律賓替小孩注射疫苗。在全球夥伴，包括比
爾及梅琳達•蓋茲基金會（the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幫助下，我們已經減少全
球 99.9% 小兒痲痹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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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加入扶輪，您行善天下的潛力成長越來越
快。您將會有機會真正改變您的社區，並成為
改善世界各地人們生活品質的永久改變的其中
一份子。

連結。

培養領導人

建立終生友誼

您將與專業人士建立寶貴的人脈並一起共事，
他們會鼓勵並挑戰您使您得以做得最好。

學習新技能

當您改善世界時，將同時建立自己的友誼。

加入我們的全球網絡

您將會學習並練習各種技能，可以輕易地轉
變您職業生涯，譬如計畫案管理、訓練及公
開演說。

跨洲連結
當您加入扶輪家庭，您會成為全球有行動力
人士的一部份。您將會有機會參加國際年會
以及地方或國際會議，並與世界各地的社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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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您加入扶輪，就是加入全球志工的網絡。您

的扶輪社與全球超過 35,000 個扶輪社連結。
每一個扶輪社都是獨一無二的，但是所有的扶
輪社皆有相同的目的――帶來創新且永久的改
變，以改善全球各地的社區。
不論您正在出差或是旅遊，身為扶輪社員，無
論您到哪裡，您可以直接深入當地社區和接觸
企業領袖，並且非常歡迎您參加世界各地任何
扶輪社的例會。

說說你的故事
如何讓小故事發揮得淋漓盡致
撰文：芭芭拉‧布洛特曼
BARBARA BROTMAN

有興趣嗎？

當我們一同做事，我們能做的事情則沒有限制。

與我們連繫

填入您扶輪社的影像、標幟以及名稱與聯絡等
資訊，以便聯繫。

我先說個故事。我和住家後面的一片森林
一起長大—那一大片被柵欄圍起來的荒野屬於
一家電力公司，當時是紐約市內少數未開發的
地段之一。
那裡充滿魔力。我和玩伴貝瑞 Barry 常從
柵欄一處小洞溜進去，我們披荊斬棘穿過灌木
叢，摘野生黑莓吃，偶爾還會瞥見野雞出沒。
直到有一天，有人來到那裡，打算把樹全
砍了。先是出現一條砂石路，不久到處都是鏈
鋸的刺耳尖聲。我從家裡窗戶望去，我哭了。
但我和貝瑞發誓，一定要留下一片屬於我們的
森林。我們最後一次偷溜進去，把一株我們以
為的灌木挖走，種在他家公寓旁。
結果那不是灌木，是棵橡樹。它一路長
得比周圍的兩層樓公寓還要高，到今天仍屹
立不搖。
時間往前快轉幾年。我和一位朋友去參觀
大峽谷，為了趕著看夕陽，我們咚地一聲坐在
一顆大石頭上準備欣賞美景。
突然，這顆巨石滑動並滾過我身上，先
是壓碎了我的髖關節和骨盆腔，接著纏住我的
腳，拉著我往峽谷的邊上滾去。它原本是會一
直滾，帶著我一起翻落峽谷的—幸好那個邊上
的那個點就長了棵孤伶伶的墨西哥果松。
那棵樹擋住了巨石的去路，救了我一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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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摔落大峽谷。
而這也讓我相信冥冥中自有定數：我救過
一棵樹，另一棵樹才救了我。
這就是我的故事――或該說是其中之一。
你我都有故事；人生就是許許多多的故
事。我們的童年、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喜怒哀
樂――我們經年累月蒐集材料，再精心寫出一
篇篇個人記敘文，又由此拼湊出內在的自我。
字典裡的解釋很
簡 要：Narrative： 記
敘文，以口頭或書面
方式描述相關事件。
故事。但講故事的重
要性是無可比擬的。
荷馬知道；穴居野人
也知道，即便他們是
畫圖說故事；莎士比
亞知道；圍著營火講
故事的游牧民族也
知道。
現 在， 連 企 業
都 知 道。2016 年 10
月， 美 國 聯 合 航 空
（United Airlines） 就
聘請了一位「說古仙」。微軟（Microsoft）、
IBM、 威 訊 無 線（Verizon）、 德 國 思 愛 普
（SAP）軟體公司，都有員工負責講故事。
行銷人也知道。現代的行銷和公關，全是
以講故事和記敘文的方式來包裝。
扶輪也一直清楚這一點。所以我們有個悠
久的傳統，就是要求新進社員來一段「職業分
類演說」，用說故事的方式自我介紹。
講故事和聽故事的衝動人皆有之。但要
把故事說得好聽動人？可不是人人辦得到。
特別是要講自己的故事：即便在芝加哥論壇報
Chicago Tribune 當了這麼多年的專欄作家、寫
了這麼多個人隨筆，我在寫有關自己的故事時
還是會有些遲疑。眾所周知，個人隨筆很容易
寫一寫就流於激情或乏味。
但這種猶豫值得克服，這種技巧也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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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尤其當你找到一份既開心又有意義的事
業，想鼓勵他人共襄盛舉。
每位扶輪社員都有故事。你為何加入又為
何留下，你的投入、你的服務或你的朋友如何
豐富你的人生――全都在故事裡。
為什麼要講？因為它能讓像我這樣的局外
人有機會了解扶輪對你的意義；因為如果能用
一個生動的故事告訴大
家捐款很重要，你在募
款時就更有效率；還因
為如果能說出一個感動
所有人的故事，你就能
拉近與其他扶輪社員的
距離，並加深貴社的社
區意識。
你的人生是否因扶
輪而更豐富？是否因此能
夠到有趣的地方旅行？是
否幫你開一扇窗，看見家
鄉的另一面？是否讓你參
與服務計畫，改變他人的
世界？
這些都是你應該說
出自己故事的理由。以
下是一些把故事說得動人的訣竅。
選定一個故事。你或許有許多有關扶輪
經驗的故事，但單點突破會比亂槍打鳥更有
說服力。
試試這個主題：歡迎來訪社員之喜悅。現
在挑選其中一位訪客，接著用描述某個場景來
開場。
強調動作。在報社的行話（和拼法）中，
我們稱之為軼事型導言（anecdotal lede）。以
下是假想情境：
珍恩扔下手提箱，脫掉鞋子，然後躺在我
們的沙發上。她說：「從約翰尼斯堡過來好遠
喔。」但沒多久，兩地間的距離消失了；我們
都是扶輪社員，所以話匣子很快就打開了。
用珍恩開場時，你可以解釋這類扶輪社

員的造訪很重要，也可以聊聊家裡還曾歡迎
過哪些來自其他地方的朋友，再介紹扶輪有
種四海一家的特質，順帶說明結識各國友人
對你的意義。
用自己的角度說。這是你的故事，所以要
融入個人感情。想想自己獨特的觀點。你不需
要任何特殊的專長；或許重點在於你是扶輪的
新成員。告訴大家這個故事對你的意義；說說
大家不知道的你，特別是有哪些扶輪經驗曾經
讓你覺得備受挑戰。
找到衝突點。衝突點會讓故事更精彩。要
是沒有爭執、沒有改變也沒有收穫，故事還會
引人入勝嗎？還有，你想說的重點是什麼？
「 飛 蛾 網 」（The Moth） 是 一 個 非 營
利 性 質 的 講 故 事 團 體， 他 們 製 作「 播 客 」
（Podcast）和廣播節目，也舉辦表演活動。
以下是他們的建議：「要提到一些利害關係。
利害關係在講故事表演的現場是不可或缺的。
你很可能得到或失去什麼？故事裡發生的事為
什麼對你這麼重要？如果回答不了這些問題，
就想想別的故事吧。」
用自己的話來說。你的故事應該用自己
的口氣來講。如果是在寫作，就用平常說話
的方式來寫。如果是在講話，就想像是在和
朋友聊天。
想清楚敘事弧線。想清楚故事的起承轉
合：先是遭遇某個挑戰或難題，接著來到一
個轉捩點，然後故事進入尾聲，也帶出解決的
方法。這很簡單，好比說你來到一個陌生環境
又剛投入某一行，然後獲邀加入扶輪，而一進
到扶輪就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就是一個簡單
也可能很普通的故事，但一定要有開場、有過
程、還有結局。
以人為主，計畫為輔。貴社肯定辦過一些
優質的活動及服務計畫。但大聲說出這些詞：
活動。運動。計畫。你的眼神呆滯了嗎？
先前我幫論壇報寫一篇文章，是有關伊
利諾州立重建與教育中心（Illinois Center for
Rehabilitation and Education）一項教導視障成
年人如何自理生活的優質計畫。但我不是從

計畫的角度切入，我寫的主體是朱欽斯基 Jim
Juchcinski。
朱欽斯基因為罹患糖尿病而失明，從此陷
入憂鬱和孤閉，不過他後來努力要重回人群。
他的目標：無需他人協助也能出門上路。
我就是寫那樣的一名男子、他的目標，還
有那一刻：在經過數週賣力練習，他終於能靠
著一根白色拐杖緩步走在街上，驕傲的淚水從
他臉上滑落。當然，這個故事也鉅細靡遺地介
紹了整個計畫。但真正感動你的是朱欽斯基；
他才是有著最大利害關係的人。
用動作，別用講的。這是針對講故事的經
典忠告，而且真的有用。想想那位虛擬的外國
訪客「珍恩」：她在你家是不是每天凌晨 3 點
醒來？要提這一點，別光說她有時差。她是否
邀請你跟她的孩子用 Skype 視訊聊天？這證明
了你們快要變成好朋友了。你是不是還上網查
飛往約翰尼斯堡的機票多少錢？這是不是更生
動地說明了現在你也考慮去拜訪她？
簡單為上。句子愈簡短愈有力。
結局要強有力。在報界，我們說結局必須
是始料未及，也就是最後應該要好好來一記重
拳。要這麼做，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要和故事的
開場相呼應。
但不管你的故事怎麼講，千萬不要低估它
的影響力。無論是向家人講自己的故事，或向
顧客講自家公司的故事，或向潛在社員講你的
扶輪故事，切記：你講的故事都有震撼力。
不管幾歲，我們永遠不會忘記有一種興奮和期
待，它就是要：聽你說故事。
芭芭拉‧布洛特曼曾擔任芝加哥論壇報的專
欄作家，目前是自由撰稿人。

你可以將你的扶輪故事分享在社群媒體上
並加入主題標籤「#RotaryStory」，或投
稿至 www.rotary.org/rotary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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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令人頭暈。
我大概猜得到某些表情
符號的意思，像是看起來像捲
餅的符號代表的就是可麗餅。

我，眼神略帶一點鄙視跟憐
憫， 接 著 說：「 爸， 你 為 什
麼每件事情都一定要文字解
釋呢？」

DAVE CUTLER

DAVE CUTLER

A

2/1/17 3:09 PM

對 啊， 為 什 麼 呢？ 作 為
一個一生致力於寫作的人來
說，我禁不住地把蕎西那奇怪
的書信方式視為人類歷史進程
的一個表徵。
要 完 整 解 釋 這 整 件 事，
大概要從最一開始說起吧。
一 開 始， 文 字 出 現。 嗯， 好
吧， 其 實 這 麼 說 並 不 正 確。
一開始，就我們所知最古老
的 人 類 歷 史， 並 沒 有 文 字。
一開始可能只有一些呼嚕聲
跟 手 勢， 可 能 還 伴 隨 一 些
尖 叫 聲。 然 後， 在 某 個 時 間
點，我們的祖先開始在泥土
地刻一些符號，也在洞窟裡
的牆壁上開始畫一些壁畫。
然後大約在原始人開始
學會使用工具的時候，當我們
的兩隻手忙著拿這些工具時，
我們便發展出一系列的標準
音，方便我們互相溝通以及理
解彼此想表達的意思，然後，
我們發明了一些抽象的符號
( 文字 )，跟那些標準音結合，
就演變成了字母。
當 然， 在 很 多 不 同 的 文
化中，有些文字是用圖像方式
來表達，而並不是字母，像是
古代埃及文字，蘇美文字，以
及馬雅文字。
但是當一個語言發展開
始變得穩定的時候，會有一個
基本的趨勢發展：在越趨複雜
的社會裡，我們也會發展出更
複雜的語言習慣，來幫助我們
解釋事情以及跟別人溝通。
這 一 切 都 很 合 情 合 理，
直到大概十年前。那時表情符
號正式進入文化的詞典裡，而

sounds. This led to the written w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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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gyptians, the Sumerians, the M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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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完全發揮不到功能，所以
的，有人很把整部白鯨記都翻
four years ago. There are emoji-only social
This struck me as absurd.
表情符號就取而代之變成表達
成了表情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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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ruth be told, my own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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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in the digital age: mostly through wait to kiss her when I get hom
慢慢打。
數位時代溝通是很重要的一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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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k about your own life: How many in- They mean this in two ways. T
( 短訊
長大的小孩的想法相
已超越任何的溝通方式，面對
teractions do you conduct
per)day
on social to do with the distinct nature
提並論呢？
面溝通則排到第三位。
media sites or via email or instant messages communication. When we don
text?
How
to-face,
而 且 說 老 實 的，
我 自there’
己 s a lot more room
但 這 並 不 專 屬or於
年輕
世 many in person?
So
the
real
issue
here
is
the
radical
shift
derstanding
使用表情符號也是出於一個衝and even hostility. Emo
代的現象，想想看你自己的生
in how we communicate. The problem we’re playful, and almost invariably up
動。光是傳一個親吻的笑臉給
活 ( 型態 )，你每天透過社群
up against is one that psychologist Albert a way to counteract that negativ
我太太，就足以代表我想念
網站，電子信箱，或傳送簡訊
Mehrabian identified
way back in the
But emojis are also safe in an
她，我為她瘋狂，我等不及要
與人交流的頻率是多少，親
1960s: It turns out that
very little of our They allow people to commun
meaning is bound up in
the words we speak. tions without having to be to
回家親她的心情。
自與人面對面交流的頻率又

是多少？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我們
與人溝通的方式正面臨巨大的
改變，這個問題早在 1960 年
apr17-24-25-column-v2.indd 25
心理學家 Albert Mehrabian 就
已經體悟出來了，他提出，事
實上我們心裡所想表達的意思
跟我們所說出的話基本上是
不 完 全 相 關 的 (Mehrabian 指
出只有百分之七相關連 )。比

那為什麼不直接打字就
好了？或者直接打給她？因為
很多時候我都正在往教室的路
上，或有學生在等我，或有時
候 ( 我承認 )，我在等紅燈。
我大學班的學生也曾經
跟我說他們覺得表情符號是一
個安全牌。這代表了兩個意
義，第一個是網路交流的那
種距離感，當我們不面對面與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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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矛盾的事實。
人交談時，總會有許多想像空
簡單且安全多了，但是就以
第 一， 人 類 的 思 想 太 複
間，造成許多誤解甚至敵意。
我身為作家來說，我確定那
雜，抽象，而且有很多細微之
而表情符號總是給人一種明
些符號最終只會讓我們感到
處；光靠一個表情符號是無法
亮，玩味十足，又有種極其樂
孤寂和疏離。
充分表達完整的。我們還是需
觀的感覺，這無疑是一個消弭
當 然， 我 還 是 會 繼 續 傳
要文字來充分表達我們的心之
負面想像的方法。
給我太太那一個表情符號，但
所嚮。所以我並不像那些「科
但這個安全牌也代表著
是沒有任何方法可以取代當面
技宿命論者」一樣，相信表情
另一種意義：它讓人們在交流
直接表達情感的方式，要直搗
符號終將取代文字。
情感時不必帶著太明確的態度
人心，就絕對沒有捷徑。
第 二， 我 們 已 經 太 習 慣
去面對彼此。
Steve Almond 為 定 期 投 稿
透過螢幕來溝通，它的便利性
而 正 是 這 第 二 種 情 況，
人，同時也是一位作家，著
使我們成癮，讓我們漸漸地不
讓我感到擔憂。
作包含抵制美式足球――一
mn L A N G U A G E
再習慣表露真實的自我。
有一個學生最近告訴我
位球迷不得已的心聲。
送出
她跟其他大學來的交換生正在
It’s this facet of emoji use, frankly, that
I 一個表情符號的確
要比精確得表達我們的感受要
曖昧階段，某個星期六晚上他
find troubling.
One student recently told me about an
傳了個簡訊給她，問她要不要
exchange
she had with a romantic prospect
出來晃晃 ( 還附加了一個酒瓶
who attended another college. He sent her
的符號 )，說他可能會需要一
a text one Saturday night asking if she
個地方住。
wanted to hang out (he included a wine
更正
她 答bottle
應 他emoji)
的 請 求，
順 便 that he might
and mentioned
need
a
place
to
crash.
又給了一個笑臉；但隨後又覺
She replied with a yes and a smiley face,敬愛的扶輪社友：
ut the figure at 7 percent.) Far
得這樣好像會誤導那個男生，
nt than what we say is how we but felt this might be sending the wrong
body language, facial於是她在結尾又打了「別擔
expres- signal. So she closed her text by typing,
心， 我 有“Don’t
一個很
舒適
…」
tures.
worry,
I’ve的got
a comfy ...” then used請容我藉此機會更正 2016 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87 頁
much of this nonverbal
in- the couch
emoji. He sent back a扶輪社細則
然後附上一個沙發
的符
lost when we communicate
frowning face, then a winking face.
4. 法定人數： 進行選舉時必有的最低出席人數：決定
號。結果他回她一個皺眉的
, emojis have become a deShe had no idea what to make of that.社務時為本社社員人數的三分之二；理事會決定事務
表情，然後一個眨眼的表情
for conveying affect in the And the guy never showed up.
時為理事會理事人數之過半數。
符號。

exactly, did we
to the point
the very use of
rs and words
ls outdated?

We can probably agree that she was bet-

知道
個男生
表
sked the college students她I 不ter
off 那
without
this想particular
suitor. But
mojis, they talked about
how the larger point is that these two had used紅字部分應按照英文版的 one-third，將中文改 爲 三分
達的是什麼意思。後來那個男
and easier it is to send
some- pictographs to avoid an awkward but nec-之一。
生就沒有出現了。

of two hands clapping than to essary conversation about what his visit
我 們 或 許 覺 得 好 險， 那
er of words.
would mean.
敬請原諒。
位女學生躲過這樣一位追求
k me as absurd. How
long
To me, this episode reveals two conflicty take to type, “I’m so者，但這故事的癥結點在於他
proud ing truths.
ats ”? But that was me們兩個同時都用了表情符號避
thinkThe first is that human thoughts andEiko Terao
ear-old, not a 20-year-old
who feelings remain too complex, too abstract,Communication Specialist – Asia
免尷尬的情況發生，卻省略掉
using the telegraphic short- and too nuanced to be captured by images
Global Communications
了很必要的談話內容，無法弄
messages.
alone. We need words to make ourselves
be told, my own use 清楚男學生的來訪代表的意圖
of emo- understood. So I’m not one of those techno-Tel 1.847.866.3491
是什麼。
the same impulse. I send
my fatalists who believe emojis are going to re-rotary.org
writing.
e of a kissing face because it’
對s 我place
來 說，
這代表了兩
that conveys the message that
But the second truth is that our addicm crazy about her, and I can’t tion to the convenience of screen-based
44 臺灣扶輪 2017.4
er when I get home.
communication often keeps us from revealt just type those words? Or ing our true selves.
y because I’m on my way into
It’s easier, and safer, to tap a button and
e a student waiting to see me. generate a friendly glyph than it is to cons (I admit) I’m at a red light. fess more precisely how we’re feel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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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奈及利亞的醫療專家（左上方順時針方向起：胡珊 Sheriff Hussain、歐比克澤醫師 Dr. Obioma Obikeze、菲
諾默醫師 Dr. Finomo Finomo、阿拉戈亞醫師 Dr. Dennis Allagoa、克梅拉嘉公主及忒拉 Adeolu Tella）前往加州塞
巴斯托波接受遠距醫療訓練。

Remote technology brings improved medicine to Nig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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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醫師的國家。在奈國鄉間，

務――讓醫師在網路上為病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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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 到 一 家 衛 星 醫 院，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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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距科技提升奈及利亞醫療品質

n a visit to southern Ni- ple all over the place; we were in remote regions, that would gotten faster has it become
geria last October, Dr. going through villages and take years.
practical. Telemedicine allows
James K. Gude of Sebas- trying not to hit anybody.”
Gude and the Sebastopol physicians to connect with
topol, Calif., and Mikel Cook
That laborious journey Sunrise Rotarians are part of patients remotely, as well as to
英哩的路居然開了
1 小時。」
年 10
月 of
走Sebas訪 一 趟illustrated
奈
of the去
Rotary
Club
the
reason for their a larger
effort to bring想找醫生看病，許多民眾需要
tech- consult with colleagues all
身為榮譽扶輪社員的他，目前
及利亞南部，美國加州塞巴
prob- over the world. At its simplest,
topol Sunrise learned how visit – to help
make health nology to bear on the 跋涉的路程可比開車的庫克和
hard托
it can
be to bring medical 的care
to people in iso- lem, using telemedicine古德更費力得多。當然，太多
– the it consists of a chat via online
斯
波（Sebastopol）
古 available是總部位於塞巴斯托波的遠距
care to rural areas.
lated areas. In rural portions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video, but it can also allow a
醫療服務公司「OffSiteCare」
太多的民眾根本無法獲得任何
德 醫 師 Dr. James K. Gude 及
“We drove 20 or 30 miles of Nigeria, a country with to provide health care from a physician to examine a patient
的醫療主任。「許多路段淹水
醫療照顧。最理想的情形是讓
塞巴斯托波日出扶輪社（RC
from the Federal Medical only one physician
for every distance – to bring doctors
to remotely using a robot.
Centre of Yenagoa
to a satelmany Nigerians patients virtually. And thanks
The Sebastopol Sunrise
不說，還到處人滿為患；我們
更多醫師到偏鄉服務，但得花
Sebastopol
Sunrise）
的 庫2,500
克 people,
lite hospital, and it took an seeking health services have to to a global grant from The Rotarians have been involved
把車開進村落時，還要很小心
費多少年。
（Mikel Cook）才體會到，要
hour,” recalls Gude, an honor- make trips much more ardu- Rotary Foundation, a team with telemedicine since 2012,
古德
和 塞 瓦 斯 托 Gail
波
讓鄉下地方取得醫療服務有多
ary Rotarian who is medical ous than the別撞到人。」
drive Cook and of health care professionals於 是
when
then-President
Thomas (a former senior
director of Sebastopol-based Gude undertook.旅
The
has been trained
程result,
奔 波 正from
好 說Nigeria
明了他
爾日出扶輪社員投入一項大型
麼困難。
official in the U.S. Departtelemedicine
services
comof
course,
is
that
a
great
in
telemedicine.
們探訪當地的理由：幫助偏鄉
計畫，希望透過科技解決問
古 德 回 憶 說：「 我 們 從
pany OffSiteCare. “ Big many people simply don’t
Telemedicine has been 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題，
距 醫 療proposed
―― 利 用
耶諾亞聯邦醫療中心（Federal
chunks of the road were receive care.地區的民眾獲得醫療照顧。奈
While it would around for many years,
but運 用
and遠Welfare)
it as
及利亞是個每
1 speeds資訊科技從遠方提供醫療服
Medical
Centre
Yenagoa）開
only 人才有
as internet
have a club priority.
flooded, and
thereof
were
peo- be ideal to get
more doctors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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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instantly captivated.
So it was that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2015 – thanks to a
global grant and the efforts of
Rotarians from Sebastopol,
Rancho Cotati, and Santa
Rosa East, plus the Sonoma
State University Rotaract Club
and others – she and five colleagues flew to Northern California for 11 days of training
under Gude in telemedicine
best practices.
Since then, Kemelagha
says, she has seen the training’s effects in better outcomes
for both patients and doctors.
Thanks to telemedicine, a
75-year-old patient from a
remote village was found in
need of a potentially lifesaving pacemaker. The colleague
consultations via telemedicine
are having other unexpected
benefits. “Our resident doctors are learning so much
more that they are beginning
to pass their exams with ease,”
she notes.
During a follow-up visit to
the Federal Medical Centre
last October, Cook and Gude
found the Nigerian team
making good use of their new
telemedicine capabilities.
Those include a donated
InTouch Health robot, a
device that allows the remote
physician to see and examine
the patient and even hear the
sound transmitted from a
stethoscope to aid in making
a diagnosis.
“The need for telemedicine
can never be overemphasized,”
says Kemelagha. “Health care
should be for everyone – for
the underprivileged, for the
underserved, for the remote
areas – not just for the rich.”

致力於整合所有扶輪資源以支
援全球的遠距醫療計畫。古德
開設的公司為加州北部數家醫
院提供遠距醫療服務，他本人
也一直是熱心助人且知識淵博
的義工。
他與奈及利亞算是在
2013 年 結 緣， 當 時 在 耶 諾
亞聯邦醫療中心擔任精神科
醫 師 的 耶 諾 亞 扶 輪 社（RC
Yenagoa）社員法蘭西絲‧克
梅 拉 嘉 公 主 Princess Frances
Kemelagha，在葡萄牙里斯本
年 會 上 得 知「Global OffSite
Care」後就念茲在茲。
因 此 在 2015 年 8、9 月
間――在一筆全球獎助金和塞
巴斯托波、科塔蒂牧場（RC
Rancho Cotati）及聖羅莎東區
（RC Santa Rosa East）等扶輪
社社員，還有索諾瑪州立大學
扶青團和其他單位協助下――
她和 5 位同事搭機前往加州北
部接受古德為期 11 天的指導，
研習遠距醫療的最佳實務。
克 梅 拉 嘉 表 示， 在 那 之
後，她就親眼見證了訓練成果
為醫病雙方都帶來更滿意的結
果。歸功於遠距醫療，一名偏
鄉的 75 歲病患被診斷出需要
安裝心律調整器，及時救了一
命。透過遠距醫療向同業諮
詢，也帶來其他意想不到的好
處。她指出：「我們的實習醫
師受益良多，連考試都開始輕
騎過關。」
去年 10 月到聯邦醫療中
心進行複查訪問時，庫克和古
德發現，這支奈國團隊已能充
分發揮他們新取得的遠距醫療
COURTESY OF MIKEL COOK

診治。多虧扶輪基金會提供一
筆全球獎助金，奈國已經有一
支醫療專業團隊完成遠距醫療
的訓練。
儘管遠距醫療已問世多
年，但卻是直至高速網路逐漸
普及才得以發揮實益。透過遠
距醫療，醫師能與病患遠端連
線，也能與世界各地的同業討
論病情。目前最陽春的方式是
透過網路視訊進行對話，但也
可以進階到讓醫師從遠端操作
機器人來檢查病患。
早在 2012 年，塞巴斯托
波日出扶輪社員就開始參與遠
距醫療，當時的社長湯馬士
Gail Thomas（ 曾 任 美 國 衛 生
教育福利部資深官員）提議將
之列為該社優先計畫之一。
「我們決定長期投入遠
距醫療，因為它不但能指引醫
療方向，還能拯救性命。」擔
任電腦顧問的庫克說：「它也
能因應大都市醫師集中、小地
方大夫難求的全球趨勢。」
此後，該社便與其他扶輪
社員及古德合作，將遠距醫療
技術及相關訓練引介到全球數
家醫院，包括烏干達、剛果民
主共和國及辛巴威的醫療院所。
如 今， 這 些 參 與 的 醫 院
在處理疑難雜症時，就能運用
這些遠距醫療的技術請教古德
及其醫界同僚。舉例來說，剛
果有位醫師就是在遠端諮詢過
古德及其網路後，讓一名病患
免於不必要的脾臟切除手術。
一 路 走 來， 湯 馬 士 和 庫
克還協助成立了一家非營利機
構「Global OffSite Care」，並

“ We decided that we
wanted to make a long-term
commitment to telemedicine
because it guides treatment
and it saves lives,” says Cook, a
computer consultant. “It counters the global tendency for
physicians to concentrate in big
cities, leaving the countryside
without easy access.”
Since then, the club has
worked with other Rotarians
and with Gude to bring telemedicine technology and
training to several hospital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facilities in Uganda,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and Zimbabwe.
Participating hospitals can
use their telemedicine capabilities to consult with Gude and
his medical colleagues on particularly difficult cases. For
example, a patient in Congo
avoided an unnecessary procedure to remove his spleen,
thanks to his physician’s ability to tele-consult with Gude
and his network.
Along the way, Thomas and
Cook helped found a nonprofit, Global OffSite Care,
devoted to bringing Rotarian
resources together in support
of telemedicine projects
worldwide. Gude, whose company provides telemedicine
services to several hospitals in
Northern California, has been
an enthusiastic and knowledgeable volunteer.
The Nigeria connection
began in 2013, when Princess
Frances Kemelagha, a psychiatrist at the Federal Medical Centre in Yenagoa and a member of
the Rotary Club of Yenagoa,
learned about Global OffSite
Care at the Rotary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in Lisb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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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 FORD

OPPOSITE: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from Nigeria (clockwise from
（上）團隊成員學習使用遠距醫
top left: Sheriff Hussain, Dr. Obioma Obikeze, Dr. Finomo Finomo,
Dr. Dennis Allagoa, Princess Frances Kemelagha, and Adeolu Tella) visit
療軟體；（中）團隊觀摩操作遠
Sebastopol, Calif., for telemedicine training. THIS PAGE, FROM TOP:
Team members learn the telemedicine software; the team observes a
demonstration of a telemedicine robot; Mikel Cook (from left), Hussain,
距醫療機器人；（下）庫克（左
Obikeze, Kemelagha, and Dr. James K. Gude.
起）、胡珊、歐比克澤、克梅拉
嘉及古德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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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其中包括一架外界捐贈
的 InTouch Health 機器人，這
個設備不僅能讓遠端的醫師看
見並檢視病患的病情，甚至能
聽到從聽診器傳來的聲音，更
有利於診斷。
「對遠距醫療的需求再
怎麼強調都不為過。」克梅拉
嘉說：「醫療照護應該要一視
同仁――要照顧弱勢、照顧缺
醫少藥、照顧偏鄉――不能只
照顧有錢人。」
撰文：安‧福特 ANNE FORD

2017 年國際講習會演講詞

機會從立法而來
國際扶輪社長
澤恩 John F. Germ

Rotary International

大家，午安！
我想在座的各位對於「財富前五百大」
應該不陌生，也就是《財富》（Fortune）雜
誌所列出的 500 家最大公司的名單。此名單於
1955 年首度發表，也正當是扶輪慶祝 50 週年
的時候。

如果您看今日的名單，上面滿是家喻戶
曉 的 名 字， 像 是 沃 爾 瑪（Walmart）、 微 軟
（Microsoft）、美國電話電報公司（AT&T）
及通用電氣公司（General Electric）。但假如
您看 1955 年的第一份名單，大部分的公司已
不復存在。像是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
阿莫科石油公司（Amoco）、Armour（一家建
立於加拿大的美國肉類工業）及道格拉斯飛機

公 司（Douglas Aircraft）， 在 過 去 的 62 年 之
間，他們有的破產、被買斷、與其他公司合併
或是落在五百強以外。
在原先的 500 強中，只有 12% 的公司歷
經 50 年仍屹立不搖，其餘 88% 俱已消失。
再來，如果您看那 12% 的公司，他們不
僅是做好自己的事業，而是在半世紀的時間內
讓自己強壯，因此，如何團結那些集團內每一
家公司就顯而易見了。
他們在不斷改變的世界中，適應日新月異
的科技與變化萬千的市場。
扶輪是一個有 50 多年歷史的組織，在幾
個禮拜後，我們即將迎來 112 週年紀念。就像
那 12% 的公司一樣，因為在當下我們
不要畏懼去適應，所以我們持續向前
並日漸茁壯。我們都知道適應是必要
的。我們也有建立制度，以確保我們
能夠有效地改變，也就是在遇到會影
響我們的改變之時，讓社友表達意見。
如您們大家所知，在去年四月，
我們舉辦了立法會議，以回應來自世
界各角落的社友想改變的聲浪。此次
會議屬於扶輪歷史中最有遠見的，有
523 位前總監參與，他們皆認為是時候
做一些大膽的決定，讓扶輪往前邁進。
今日，我想要告訴您們一些他們
做的決定，以及這些決定會帶給您的
扶輪社與地區何種影響。
首先，會議提出扶輪社的定位，
通過立法，允許扶輪社在社員、例會
與出席方面增加彈性。
現在，扶輪社可以自由以社員喜
愛的方式，以及能最有效的方式運作。
扶輪社可以決定例會模式，不論是傳統
或透過網路的方式，抑或結合二者皆可。他們
可以決定何時舉行例會，兩個月一次、一周一
次，或由扶輪社決定的其他時間。
現在，扶輪社有極大的彈性配合多元性社
員的需求。例如，一個扶輪社在不同時間下，
可以實施一次傳統例會，一次線上視訊，以及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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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月一次服務計畫式不同的時間。只要他們
一個月見面兩次，其餘的由他們決定。
扶輪社在提供社員類別上也很彈性，如果
他們想要提供企業或家眷社員、準社員或其他
類別，皆沒問題。如想要只提供傳統現職社員
與名譽社員的扶輪社，也可放心繼續。而且現
在，扶輪社可以在他們所服務的社區中，尋找
更多方式吸引更多人加入扶輪。
不論一個扶輪社決定提供何種社員，所有
社員必須分為現職社員或名譽社員。請確保您
的扶輪社了解此項規定，以便他們要向國際扶
輪報告時，知道如何處理。
就社員方面來說，最重要的改變當中，有
一項為一名扶輪青年服務團現職團員也可以是
扶輪社的一員。我們曾規定您不能同時是扶輪
社或青年服務團的團員，意指您無法邀請扶青
團團員成為扶輪社成員，除非他們已屆三十。
因為如果您這樣做，則如同您從扶青團挖角。
結果，他們無法全心致力於扶青團的工作，亦
難從扶青團跨入扶輪。
這項規定並沒有太大的意義，因此我們將
它廢除。現在，扶輪社能夠且應該要從他們輔
助的扶青團中招收新成員，不用擔心那些扶青
團會因此而失去他們最好的團員。扶青團團員
是我們最希望能加入扶輪的那種人。感謝這個
改變，我們可以看到每位有資格的扶青團團員
有這個機會。
立法會議也決定國際扶輪可以信任扶
輪社，讓其決定誰能夠成為好的扶輪社友。
我們現在沒有以前章程中社員的準則，而是
簡單的必要條件――成員必須是有良善的個
性、良好的名譽及願意服務他們的社區的人
士。我們仍以一個職業分類原則為根據，並
且尋找認為誠實、多元、寬容、友誼、平和
而有高道德的人士。
如 您 們 所 知， 立 法 會 議 代 表 也 批 准 從
2017-18 年 度 開 始， 每 一 年 會 費 增 加 美 金 4
元，共 3 個扶輪年度。這是一個小幅度的增
加，對於扶輪的能力將有極大的影響，使它能
提供扶輪社及地區曾經徵求改進的服務。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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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外的資金，扶輪能夠更新其網站與線上工
具，包含重要的改變及扶輪社中央系統的升
級。我們能夠簡化扶輪社及地區提報社員資格
與委派職員的程序。我們將能夠投資於我們組
織所需要的地方，以確保我們繼續與不斷改變
的世界接軌。
最後，立法會議代表對立法會議本身做了
開創性的決定。
一直以來，立法會議考慮改變章程的制定
案與向理事會建議的決議案。
現在，我們將一年開一次線上立法會議，
討論向理事會建議的決議案。這不只省錢，也
讓會員不用花三年等待開會討論他們的決議
案。第一次決議案會議預計於 2017 年年底舉
辦，您的地區於今年度選出的代表將會是第一
批參與者。請確保您的地區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之前繳交代表的名單以及任何決議案。
然而，下一次立法會議將會在 2019 年 4
月後舉行，繳交制定案的期限為 2017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再一次說明，制定案是修改章程
的提案。身為地區總監，您需負責確認您地區
對於地區或扶輪社所提出的任何條款的背書。
如果在 12 月 31 日我們沒有收到您的確認，制
定案將不會於 2019 年的立法會議上討論。
立法會議是扶輪獨特的機構，它能反應扶
輪現今的需求，並將扶輪帶往未來。我們使我
們對於扶輪社及地區的需求之意見受到重視，
並且透過可以有更好及更有效率服務的組織，
使大家受惠。
我們付諸行動，這些規定才能真正有用。
所以，我鼓勵您們花點時間確保您的扶輪社了
解這些改變，並利用這些改變，而且要參與爾
後幾年的立法過程。
扶輪不是一家公司，您不會在「五百大」
名單上上看到我們，但就如同那 12% 的公司
一樣，扶輪知道如何保持活力、如何與世界接
軌以及如何繼續茁壯。有您的協助，那就是我
們在多年後將要做的一些工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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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
拉辛 Barry Rassin

有些扶輪社友感覺扶輪就這樣如此完
美，而其他的人則認為扶輪的很多政策需要
立即修改。但一提到改變，大部分社友便徘
徊在此兩極之間。您或許曾聽過關於改變及
策略上會有良好的更新，所以我想要詳述我
們需要改變的原因。
在最近的一項調查中，國際扶論詢問全
世界扶輪社友關於扶輪改變步調的意見，結
果顯示在七個年齡階層中，其中六個年齡階
層將近三分之一的回應認為步調太慢，就如
您 猜 想，80 歲 以 上 的 年 齡 層 屬 於 例 外 的 一
群。當然，每個地域的回應皆不相同。我們

得知在英愛國際扶輪、澳洲及紐西蘭的社友
感到步調的緩慢令人沮喪，但在亞洲的社友
則擔心太快。
我想對於我們大多數而言，改變會引起
某些程度的害怕，這樣的害怕對領導人而言
是具有挑戰性的，因為這會對於我們改革的
努力帶來抵制，既使這種努力會帶來一點正
面的改變，更不用說扶輪獨自去思考轉型的
變革。
我在創業的早期，曾面臨此類的抵制。
當時想在巴哈馬創立一間醫療集團，我們處
在一個生存需要戲劇化改變的情況下，我們
能選擇的只有改變或關閉，但是我們仍面臨
許多阻礙，像是缺乏足夠資金、認為行不通
的反對者無法被說服、僅僅不想改變的員工
及覺得不需要改變的資深領導人。這樣是不
是很耳熟能詳呢？
從積極面來看，我們的計畫有一個有利
的強項，由於有一位想入股的股東，擬將我
們的醫院現代化。一開始我只有 11 名員工、
最低限度的設備及 5,000 美元的可用資金。
而七年後，我擁有 100 名員工及一間有完善
設備的醫院，今日我還擁有兩間 600 名員工
的現代醫療保健設施。這種用我們策略計畫
模式所做的改變，不僅使我們生存下來，而
且使我們走進現代社會型態。
所以這些跟您有什麼關係呢？即使扶輪
的生存沒有立即受到威脅，我們也需要做些
改變。我們的社員一直停滯不前，而每個人
都認同我們需要吸引更多年輕社員和剛退休
的社員，使我們運作上更有效率。
再者，我們也面臨由根除小兒痲痹所引
起的危機，您可能會認為我錯了，因為我們
花了幾十年、捐獻了數十億元在根除這個毀
滅 性 的 疾 病。 但 讓 我 們 來 思 考 一 下， 今 日
扶輪因擔任一個達成沒有小兒痲痹世界的主
要角色而聞名，當小兒痲痹沒了，那我們是
誰，我們又如何在沒有一個讓我們驕傲的全
球性計畫下跟世界保持關係。所以，我們的
願景及下一個策略性計畫則是在後小兒痲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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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中，來決定國際扶輪的定位。
我們大部分的人在工作中，都有做些許
程 度 的 策 略 計 畫， 那 我 們 的 扶 輪 社 和 地 區
呢？我們只是年復一年持續做我們一直以來
在做的事情嗎？我們都知道只有約一半的扶
輪社和地區有採取策略計畫，就像我們做生
意一樣，皆必須遠瞻、預期趨勢走向、制定
方法改善商品及爭取新的顧客。能使我們的
扶輪社茁壯的年輕社員不會奇蹟般地出現，
我們必須積極且熱情的找到他們，並珍惜他
們所帶來的技能及活力。
幾年前，我的扶輪社有一些社員堅決地
抵抗邀請女性加入，最後，多數社友克服這
些阻力並推薦三位已被接受的女性。我的女
兒即是其中一位，而且之後她也擔任社長。
我們失去一些扶輪社友，但現在我們是較年
輕 且 更 活 力 的 扶 輪 社。 當 我 們 增 加 多 元 性
時，改變會為我們帶來巨大的價值。
我確定很多人可以告訴我類似的故事，
關於改變如何有利於您的扶輪社。我希望明
年當我們在多倫多的年會遇見時，您也會跟
我分享在 2017-18 年度策略計畫如何改變您
的地區的故事。
當一位地區領導人，您，我指的是您們
每一位，必須能夠激勵所有的扶輪社，並且
必須是改變的提倡者。這就是為什麼您們是
可以幫助扶輪發展新願景，然後激勵您的扶
輪社一同往相同方向前進。您們是能夠帶我
們到未來的扶輪領導人，您同意嗎？
如果我們不改變會發生什麼事呢？不幸
地，扶輪會與世界越來越不相關，我們的聲
譽會受損。沒有吸引年輕社友的組織，我們
的社友及經濟資源會減少以至於無法完成我
們的目標。千禧年世代是充滿理想的，他們
的目標與扶輪的目標相似，但是他們也高度
重 視 彈 性 及 行 動 力。 如 果 他 們 加 入 一 個 組
織，他們想要對於扶輪未來走向表示意見，
但是他們不想等三年才被重視。
如果我們有勇氣改變，我們能夠從轉型
變革中得到什麼價值呢？關聯性、成長、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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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全球衝擊、新目標意識、重新燃起的活
力及增加的支持都只是我們能夠享有的一點
利益而已。
地區總監當選人，現在，未來掌握在您
們手中。扶輪是否能成為一個社員永遠不想
離開，而優秀的人士爭先恐後地要加入的組
織呢？我們準備好客觀地評估我們自己，並
做出能夠增加扶輪社友價值的改變了嗎？我
們能夠一起創立一個策略計畫來幫助扶輪達
到成功的新階段嗎？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我無法使它成為事實，一個委員無
法做到，國際扶輪理事會及扶輪基金會保管
委員會也無可奈何。
認真思考扶輪的未來、我們做得理想的
及應該擴展的、我們應該不再做的，以及我
們應該發掘怎樣的新機會與方式皆是由您們
來決定的。
由您決定是否在下一個分組會議及會議
後您收到的線上調查中，分享您對國際扶輪
坦率的想法。
由您決定是否在您的地區中擔任改變的
提倡者，並鼓勵您的社友加入如此令人興奮
的新探索。
您可以做到嗎？
您可以讓它實現嗎？

搬家
台中港中央社辦事處地址變更：
辦事處地址：435 台中市梧棲區中央路一段
602 號
台 北 真 善 美 社 辦 事 處 地 址、 電 話、 傳 真
變更：
辦事處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238 巷 24 號
1樓
電話：02-27133050
傳真：02-27133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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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午安。
今天能在此對將在我們扶輪基金會第二個
世紀的第一年任職的諸位下屆地區總監講話，
個人深感榮幸。
這個講習會讓地區總監當選人及秘書處辦
事員有機會彼此學習、彼此激勵。
在秘書處 ( 伊文斯敦世界總部及七個國際

辦事處與服務中心 ( 印度 Pune) 的我們，目的
是支持全世界各扶輪社執行他們的活動及計畫
及幫助代表扶輪社的地區總監們。
我們專業的秘書處辦事員成員們來自 40
多 個 國 家， 會 說 超 過 40 種 語 言。 作 為 秘 書
長，我非常驕傲能領導這個真正國際化且才華
洋溢的專業人士團隊。
作為扶輪社員的重大意義在於為了行善與
改變而建立人脈，所以我要以此精神來和大家
分享一個發生在五年多前，我即將就任秘書長
之前不久的軼事──就在我的太太 Marga 及我
展開我們的精彩且豐碩的扶輪之旅前不久，這
次的扶輪之旅如非意外的安排，絕不會是刻意
的轉業。
當 時， 我 在「 千 禧 年 挑 戰 公 司 」（the
Millennium Challenge Corporation）上班，它是
美國政府機構，其設置之目的在促進開發中國
家可繼續維持的經濟成長。之後，我在華盛頓
的一家智庫機構從事研究。
我正準備以所學心得發表一篇政策論文，
當我思索這篇論文時，我也嘗試思考我下一步
要做什麼。
簡單的說，我明顯面臨人生的十字路口。
後來有一天我突然收到我父親來信。
他是底特律北方一個叫 Clarkston 的小鎮
的扶輪社員，社齡 35 年，熱愛閱讀國際扶輪
英文月刊雜誌。
信中附了英文扶輪月刊雜誌一頁徵求新秘
書長的廣告；他在信紙頂端用烏克蘭文及英文
夾雜的方式寫道：「約翰，你或許可以去問一
下這個。」
我仍然把已經裱框起來的這封信掛在我的
伊文斯敦辦公室牆上。
我讀了廣告。
這個機會似乎有意思，因此我就參與徵
選；五年後我仍然感激那封信，因為讓我有機
會在這樣一個正在改變全球各地生活而難以置
信的組織中扮演一個小角色。
我從那次經驗學到了重要的三個課題。
第一課是您應該永遠聽您的父親的話。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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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課是讀國際扶輪英文月刊雜誌會得到
非常、非常好的收穫。
第三課是，它顯示在扶輪家庭之內，當您
面臨十字路口時，無論個人或作為一個組織，
您只距下一步驟去改進您自己、改進別人、或
改進我們的組織，它只僅是一步之遙。
現在，為了凸顯這些改變的機會，社長當
選人萊斯禮已要求您們每一個在擔任總監這一
年，把扶輪策略計畫的三個主要項目列為優先
項目：
第一，很明顯，為了支持並強化我們的扶
輪社，我們必須處理全世界社員人數已經停滯
不前在 120 萬名幾乎已將近二十年。
第二，為了專注並增加人道服務，我們必
須確保扶輪把可繼續維持整合融入我們所有的
規劃及計畫。
因為這不僅能強化我們在六大焦點領域所
做工作，同時它也能起支持社長當選人萊斯禮
的重點工作「地球永續生存」。
第三，為了強化我們的公共形象，我們必
須將我們更多的通訊及活動傳達給一般社會大
眾及潛在社員。
這將協助社員人數成長並給我們的扶輪基
金會帶來更多的支持。
因此讓我凸顯秘書處在協助您執行扶輪策
略計畫的一些角色。
關於計畫中的第一個項目「支持並強化扶
輪社」，我們和扶輪社合作，促進創新並協助
執行新的行動。
例如，去年 4 月立法會議通過兩個對於扶
輪組織具有策略關鍵性的制定案。
第一個制定案是藉由在例會、出席、及社
員資格方面給予彈性，以鼓勵發展創新模式的
扶輪社。
第二個制定案是鼓勵以培養我們的未來領
導人及具社員資格標準人士為目標的社員人數
成長。
如您所知，全世界只有很小比例的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員成為扶輪社員，立法會議已試著
透過簡化社員資格及允許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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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同時為扶輪社社員，來協助處理這個問題。
除了向扶輪社解釋這些制定案之外，秘書
處的角色將是透過我們的通訊管道使扶輪社員
們知道最成功的創新方式。
因此請您們要協助教導扶輪社，讓他們知
道有這些機會；請利用這些機會帶給扶輪社彈
性及成長；並分享您真正改進扶輪社創新的成
功故事。
我們支持扶輪社的第二個方式是藉由開發
一個能廣納許多扶輪計畫參與者――青少年交
換、扶輪青少年領袖獎、扶輪青年服務團、扶
輪少年服務團、獎學金受獎人――的強大的前
受獎人資料庫，以使您們能與這些生活已經受
到我們偉大的組織影響的人士保持聯繫。
第三，我們正在提供新的，改進過的工
具來支持並強化您們的扶輪社，以及協助您
提升扶輪社的經驗――這些之所以能實現，
部分原因是 2016 年立法會議通過調高會費而
產生效果。
例如，我們正在全面重建「扶輪社資訊中
心」Rotary Club Central，這個工具的目的在於
協助扶輪社擬訂目標及策略計畫。這些改進將
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以前問世，它們將給您帶
來更好的使用者經驗、以及效能提升。
此外，我們正在強化 My Rotary 的搜尋功
能，這表示您將能更方便迅速找到想找的資訊
及更輕鬆瀏覽各種資源。
其次我要談的是，秘書處如何協助您推
行第二個策略項目――專注並增加我們的人
道服務？
近來，我們完成扶輪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
獎助金模式評估，它反映了來自 154 個國家，
幾乎 6,000 個扶輪社員的回應。
這項評估確認我們在朝正確方向前進，協
助我們微調模式，並凸顯透過全球獎助金正在
達成並提升可持續性及影響的程度。
結果，我們重新設計了全球獎助金的線上
申請方式，並於上個月完工發布。
我們啟用了 Showcase 工具，讓您能探索
當地及全球扶輪社的工作，並和扶輪社群及您

的臉書朋友分享您自己的扶輪計畫。事實上，
已經有 40,000 個服務計畫供大家分享。
另外還有想法意見（Ideas）平台，讓扶
輪社能尋找夥伴並為他們的計畫徵求經費及後
勤支援。
在所有這些工具的協助之下，我們正敦促
扶輪社及地區和其他扶輪社及地區聯繫，來執
行更大、更開闊、且可持續的服務計畫。
我們的努力是值得的。
今年扶輪基金會在 CNBC「在 2016 年改
變世界的前十大慈善機構」名列第三，而且也
被我們的同儕募款專業人士協會表彰為 2016
年世界傑出基金會。
最後，社長當選人萊斯禮也請您們專注在
我們的策略計畫的第三個項目 -- 在您們的社
區推廣扶輪，以提升我們的公共形象。
為了協助您 們的努力，我們完成了一個
品牌強化行動，並推出更有力的訊息及新的視
覺標示。
我們也在致力於改進扶輪的線上呈現。
這個月，我們在扶輪網站推出新的面對
大眾網頁――這是介紹我們的組織的第一個窗
口――提供更快速的使用者經驗，而且新的設
計將以吸引人的方式敘述扶輪故事。
所有製作影像及數位材料的必備樣板及工
具現在都放在品牌中心（Brand Center）。
我們也在大幅改進並擴大我們的全世界通
訊工作。
結果是，就全球而言，人們對於扶輪的認
知提升了：在過去一年，我們獲得數量龐大的
正面媒體報導，從時代雜誌、紐約時報、國家
地理、人物、及富比士到英國廣播公司、半島
電視台及德國之聲。
我們去年 10 月的直播世界小兒痲痹日活
動實際上打破我們以往的記錄，點閱次數超過
100,000，透過社交媒體所及的潛在人數超過
2 億 1 千 1 百萬。此外，扶輪社在 90 多個國
家推出 1,460 個世界小兒痲痹日活動。
事實上，每個扶輪社都應該述說我們對抗
小兒痲痹的精彩故事、以及我們離有史以來第

二次從地球根除的人類疾病有多麼接近。
因為唯有每個扶輪社都敘述這個偉大的故
事，我們才能獲得此一坦率而具歷史性行動應
有的表彰。
因此，作為協助您們改變的策略夥伴，我
和秘書處同仁希望您們對於未來一年的服務感
到激奮，並且在知道在我們的支持之下，有信
心能採取策略行動，並使您們的服務配合迅速
變遷的世界的需求。
因為很明顯的，如果我們要實現我們在社
員，扶輪基金會捐獻、人道服務、公共形象、
及吸引新世代的所有潛能，我們不可自滿。
我們必須確保我們提供的產品――扶輪經
驗――能吸引人，並讓目前的社員及潛在社員
覺得有價值。
我們也必須確保扶輪能保持符合社會需
求並與時俱遷，但不能危及我們根本的扶輪
認同。
因此我們現在要做的決定不是我們是能做
什麼，而是我們願意做什麼。
我們願意去進行應該做的深思熟慮的改
變嗎？
諸位地區總監當選人能回答這個問題，只
要領導推動策略改變及站上社長當選人萊斯禮
的扶輪願景「扶輪改善世界」的最前線。
我們扶輪秘書處每一位同仁將竭盡所能協
助您們。
我知道當我說每天早上走過第一扶輪中
心及我們的國際辦事處的門，我們感到如何驕
傲，我是代表每一個國際扶輪辦事員說的，因
為我知道我們的工作支持您們的工作，而您們
的工作正在改變世界，透過一個又一個社區，
使這個世界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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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與前瞻
國際扶輪前社長 陳裕財 PRIP Bhichai Rattakul
2016 年於泰國曼谷 6B/7A/10B 地帶扶輪研習會演說
台北大安扶輪社前社長鍾鶴松 PP Harrison 翻譯

召集人，社長當選人伊恩•萊斯禮以及各
位社友，
今天我在這次的扶輪研習會再度地站在
諸位的面前演講也許是最後的一次，因為我
知道我生命的簾幕正逐漸接近落地的時刻。想
起五十多年前我參加在印度德里 (Deli) 的第一
次扶輪研習會，那時東南亞地域只有兩名社友
與會，我感覺很孤單，不像今天有幾百位朋友
聚集在此，促進我們扶輪運動的理想。除了我
之外，另外的一位就是後來擔任國際扶輪副社
長，當時菲律賓前總監“Paco”Delgado。
這次扶輪研習會有我們社長當選人伊恩‧
萊斯禮的出席，自是榮幸。我認識他已有相當
的一段時日，我可以向各位保證這樣一個各方
面舉止行動真誠信實的人，而他將能夠進一步
提升扶輪。伊恩，在這次扶輪研習會有您與我
們同在，我們感到驕傲，而我們期盼向您學習
更多之際，希望您與我們享受未來幾天相處的
時光。
各位扶輪社友，當我想起那些舊日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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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深感現在的扶輪研習會漸漸更趨複雜，更為
虛耗時間，而且在每一個人的身上花費更多的
金錢。
有一天我要找某些扶輪的資料而發現這份
「亞洲 4 地帶扶輪研習會摘要報告」，它是在
1981 年 3 月 10-12 日於曼谷舉行，由當時的副
社長 MAT Caparas 主持。有很多的扶輪資深領
導人出席，例如社長當選人 Stan McCaffrey、
前社長 Clem Renouf 他是在 1967 年與我於紐
約，寧靜湖國際講習會一起擔任分組討論會
的主持人，還有前副社長“Paco”Delgado。
1980 年那時 4 地帶是由東南亞所有 9 個國家
的扶輪社組成，包括韓國，台灣，香港，澳門
及孟加拉。只有 102 名扶輪社員，而且只有地
區總監與前地區總監才有資格參加，這是 4 地
帶扶輪研習會一項破紀錄的出席情況！
現在，這兩天我們做了些什麼，而在這
之前與之後，那麼多次的扶輪研習會又做了
些什麼？事實上，在我們有了扶輪研習會開始
之前，60 年代初期當中，我們有我們所稱的
「一日扶輪研習會」。「一日扶輪研習會」以
及後來的地帶扶輪研習會是實際訓練的場所與
學習如何成功地經營扶輪社；而重點則在於
「社務服務」與「職業服務」。主講人提醒我
們一個扶輪社的架構；扶輪社所轄地域限制的
重要性；召募符合資格現職社員的方法與途徑
之努力方向；職業分類原則的嚴格實施；每週
例會的出席規定；社員聯誼；每週活動節目；
扶輪社刊；還有甚至糾察的職務與責任。毫無
疑問地，所有這些運作直到幾年前，扶輪過去
都是如此慎重其事地這樣做了好幾十年，也因

為這樣，即使沒有國際扶輪社長所提供倡導的
「回饋」作為一項激勵，全世界的社員一年又
一年仍然穩定地成長。
如果我的記憶沒錯的話，我們全世界的
社員人數有一度幾乎達到 140 萬之多，相較於
過去這麼多年來我們的 120 萬社員，甚至還推
出許多新的模式迫使地區總監引進更多的新社
員。他們的確引進新社員，3 萬或 4 萬，但是
在幾個月當中，這些「扶輪社員」百分之八十
以上卻拂袖而去！過去數年僅在日本就有 4 萬
社員流失！
年輕與年老的人們看到扶輪與其他的服務
團體不同之處，而因此受到吸引加入扶輪。雖
然在那段「黃金的年代」，被邀請加入扶輪運
動，一點都不容易，因為如上所述，他們必須
要遵照入社資格與承擔職務的規定。能夠被邀
請加入這個獨特的組織團體真的是一件多麼榮
耀的事！我自己在 32 歲時被邀請加入扶輪。
成為一名扶輪社員已經 59 年而現在 91 歲，我
從來就沒有忘記我被教導的扶輪之基本原則與
理念，以及社員資格所衍生出來的基本精神。
我想扶輪已經忽視這點。因此，為什麼不是太
多年輕而有資格的才俊像過去投入我們的懷
抱，這就不足為奇了。如果不回歸基本的扶
輪，我們將走向不可知的未來。
我個人並不反對改變。超過一個世紀之
後，扶輪有所改變是難以避免的。我認同扶
輪必須隨著變遷的時代而改變。但是改變必須
不可對於身為扶輪社員造成牽絆。改變必須不
可不顧職業分類的原則，以及可以不顧每週例
會的出席。改變必須不可淡化良好聯誼的實質
意義。改變不應該引進許多令人可笑的社員類
別…太多而在此無法盡述，而只是為了追逐金
錢與更多的金錢。如果保羅‧哈理斯今天尚在
人間，他對這些改變會怎麼想呢？他和他的追
隨者這多年來辛勞地建立扶輪的「價值」呢？
因為前任社長連同秘書長用其方式做了這些改
變，而這位秘書長並不知扶輪為何物，他就任
前兩年前在烏克蘭只有兩年的扶輪社員資歷，
而卻將扶輪改變為企業形態的管理方式 … 一

種由上而下的指揮命令方式！許多有才幹的男
女職員已自請辭職或被解聘。多麼的浪費那些
有經驗的人才。上百位新的職員取代辭職或被
解聘者，其結果在個別的扶輪社員，扶輪社，
特別是地區總監身上添加並加重沒有必要的工
作負擔。
現在扶輪真正成為一項全職的工作。它消
耗更多的時間與精力，而且流失了那些不認同
某些改變的社員與職員而這些改變影響到他們
所信仰的生活上部分「超我服務」的精神。
在已逝的歲月裡，我們只有兩種地區層次
的會議 … 地區講習會與地區年會。我們全世
界的社員一年又一年穩定地增加。留存率也總
是足以令人稱心如意，因為那些受邀加入扶輪
的人在那些年來，都嚴格地遵守這個組織的紀
律與規則。這是非常獨特，因為沒有其他的服
務社團有這樣的制度。但是為何後來改變呢？
我沒有答案，也許我們的理事或社長當選人可
以告訴我們所有這些改變的動機！
我們除了地區講習會與地區年會之外，為
什麼要有社長當選人講習會，總監當選人講習
會，社員訓練會，公共形象講習會，扶輪基金
研習會，以及扶輪協調人講習會等？ 甚至這
個會議！我們是否必要每年舉行一次？如你們
所知，扶輪舉辦一次的會議需花費數百萬元！
每兩年一次不是更合理嗎？ 是否由於所有這
些講習會與會議而我們的社員有所增加，我指
的是優秀合格的社員？而不是隨便的張三，李
四，與王五！
請相信我，所有這些改變不會吸引非扶輪
社員，特別是那些年輕的決策階層可能會想這
是他們想要加入的地方而成為以「服務人類」
「行善天下」的一個國際性組織之一員！ 他
們是否會想這個組織有「為他人設想與幫助」
的真正信念？
各位扶輪社友，最近也許我對於扶輪所
發生的事情有一些批評…但不是在澤恩的任期
內，而是在雷文壯主政時！我附加這點，用意
是扶輪社與地區沒必要遵守這些改變 … 堅守
出席的規定，維持對於潛在社員候選人的資格
臺灣扶輪

2017.4

55

審核。我們不可避免的唯一改變是社員年會由
每年 1 美元增加至 4 美元 … 一項 300% 的增
加！現在，容我談談社長年度主題「服務人
類」。我個人相當認識澤恩這個人，而確定他
認為「只自己存活沒有價值，而是您活著為了
誰才重要，那就是人生的價值。」我們的社長
是一位有尊嚴與品性良好的人，這些都可從他
的言行予以評量而不是由他的專業。他的思想
與行動總是基於價值的考量，而非成功與個人
的所獲利益，因為他認為並不是您一生當中所
獲的成就而是關於您如何激勵他人去做。因
此，這是理所當然的，他在今年初的國際講
習會就揭示這個主題。確實地，約翰‧澤恩衷
心地相信我們應該從我們所能獲得的去生活，
但是我們從我們所能付出的去過我們的一生…
因此就有了這個主題… 扶輪服務人類。這是
一個多麼簡單的主題，卻有多深刻的意義。
甚至我們這世代的偉大拳王穆罕默德‧阿里
Muhamad Ali 他於今年 (2016 年 ) 六月過世，
他一生經歷了打鬥拼命，但是在拳擊台之外，
他宣導和平。阿里在我們的心中就是人類的大
使！我們都可以是人類的大使！
在實踐我們社長的主題時，我們無論如何
應該記得重要的一部分，認定雖然為了服務人
類，金錢是重要的，但是金錢本身卻不是服務
的一切。服務人類真正的真諦是由您的職業，
您的專業能力，您的雙手以及您的時間，去做
的「親手」Hands On 服務。
因此，您必須事先規劃。記住，沒有規劃
注定失敗。
當 我 們 談 到「 親 手 」Hands On 服 務 人
類，使我想起一個特別的社員尼古拉斯‧溫頓
爵士 Sir Nicolas Winton，他是英國 Maidenhead
扶輪社的前社長，於 2002 年封爵，剛於去年
(2015 年 )106 歲高齡辭世。尼古拉斯爵士是一
位實質的真正扶輪社員，在他認同而且身體
力行「親手」Hands On 服務，在任何機會到
來的時候，就這樣地著手服務。1939 年戰爭
時，經由德國用 8 個火車廂運送 660 名兒童
到英國，大部分是猶太人，但是第 9 個車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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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250 名童卻沒有離開布拉格 Praque，因為
戰爭爆發了。從此以後再也看不到他們！當
他主導救濟兒童運動時，他只有 29 歲。他的
成就經常與德國實業家歐斯卡‧辛德勒 Oskar
Schindler 相提並論，辛德勒在「猶太人大屠
殺」時救了 1,200 個猶太人。他的戰爭慘痛經
驗是一件秘密，直到 1988 年他的妻子在他們
的閣樓發現一本詳細記載的廢棄書籍！「你不
會對某人說你想知道在 1939 年我做了些什麼
吧？」「人們不會談到關於戰爭時他們做了些
什麼」。我想從他的這項「扶輪服務人類」，
我們已發現在我們社長約翰‧澤恩有了尼古
拉 斯‧溫 頓 的 了 不 起 奉 獻 努 力 所 造 成 的 效
用，而高度道德的人在改變與改善他人的生
活會有所作為的。
社長約翰‧澤恩鼓勵我們服務人類。這
不是空洞的口號，而是讓我們有機會重覆思
考為什麼我們是扶輪人。我引用他自己的話：
「我們需要的扶輪社是不僅吸收新社員，而且
要他們投入扶輪的服務，同時真正地遵守『四
大考驗』」。我們不可忘記 111 年前保羅‧哈
理斯創立扶輪的初衷，它還是今天人們加入扶
輪的原因；追尋分享他們價值的那些人。那些
相信誠實，多元，寬容，友誼以及和平的人也
就是相信在這個世上他們所能做的最好事情。
約翰‧澤恩是一位真正有價值的人！因此，我
的朋友，跟隨這個腳步前進，您可以確保扶輪
的價值與它的未來，甚至在我們大家都離去之
後，將永遠後繼有人，茁壯昌盛！
譯者註：感 謝 PRID Jackson 提 供 這 篇 演 說
文，得以譯成中文，分享扶輪社
友。我們都熟知陳裕財前社長係一
位泰國籍資深社員，也是性情中
人，向來坦率直言。相信讀者可以
體會全篇都是他的肺腑之言。本著
翻譯的基本原則，乃照實逐句完整
傳譯，特此知照。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理事長暨本刊發行人的話
3480 地區前總監康義勝 PDG Kambo

台灣的扶輪在蛻變中
不管是扶輪社員人數的成長或是扶輪基金捐獻金額的增加，甚至是扶輪服務的內
容，我們台灣扶輪社友的表現，總是出乎國際扶輪的意料之外。
3 月 18 日應 3510 地區總監 DG Charming 之邀，
參加了 3510 地區第 19 屆的地區年會特別報告台灣
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所推動的工作內容之際，
對於該地區 2016-17 年度所做的各項服務計畫，在總
監清晰而且有條理的報告之後，讓我對 3510 地區有
了完全不同的感受。
首先，我覺得全體的社友們都具有南部人的特
質，也就是非常熱誠，幾乎所有的地區前總監都出

與 DG Charming 合影

席年會，甚至帶頭贈送禮品給地區社友，全心全力，支持地區，也支持總監。
很感謝高雄拱心社社長 P Joven 的高鐵接送及全程服務，還有其他接送人員，讓所
有來賓倍感溫馨。
他的腳踏實地做好每一項服務，尤其晚會的
節目更讓我非常感動。其中 RYE 的 Inbound 男女
同學的表演更是精彩，他們似乎完全融入台灣的
文化洗禮中，我預料交換一年結束後，回到他們
的國家依然會終生難忘。另外，總監的夫婿和社
友們所演出的歌仔戲更是絕倫，一舉手一投足都
有板有眼，想必下過許多功夫，可惜回程的高鐵
RC Kega 擔任 RIP John Germ 的特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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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已到，未能完全觀賞所有
節目，但已是值回票價。
近幾年，高雄縣市合併，
整個市容及建設有凌駕北部的
趨勢，帶動南部地區的社友，
個個顯得更有活力及信心；今
年度的扶輪基金捐獻就達到了
120 萬美元以上，還包括了 4
位新的 AKS members，真令人
刮目相看。
DG Charming 贈送書畫給 RC Kega

不久 3480 地區將分成 3481

及 3482 二個地區，3520 地區也要分成 3521、3522，及 3523 三個地區，幅員不大的台北
地區馬上變為 5 個每個僅有約 2,000 名社友的地區，壓力之大，可想而知，相對於南部
幅員廣大，發展的空間相對增大。雖然 2017 年 7 月 1 日以後，台灣的扶輪會有一個非常
大的轉變，但是以台灣扶輪社友的堅強毅力與智慧，將會將這股正能量充分發揮，讓我
們共同來迎接台灣扶輪的另一個春天。

RYE 交換學生表演古裝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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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認養之子捐贈活動

D3460「扶輪之子」認養計畫三年有成
台中東海社 陳益世 Advise
D3460 扶 輪 之 子 認 養 計 畫 於 2014-15 年
在當屆總監賴光雄 DG Jim 大力支持下，首
任 主 委 大 里 國 光 社 PP Jason 林 炳 村 於 2014
年 2 月就召集一群熱心的扶輪社友展開各項
籌備作業，從任務定位、建構組織、目標設
等項陸續展開規劃；為能有效將這項新的地
區服務計畫在 D3460 地區推動，DG Jim 就先
與即將接任總監的準領導人 DGE Dental 邱世
文、DGN Joy 陳俊雄溝通並取得共識，決定
讓「扶輪之子」認養計畫在本地區確保可以
至少連續推動三年 ( 以上 )，以便符合扶輪社
D3460 扶輪之子認養人數
2,500

認養人數

2,000

2,317
1,992
1,674

1,500
1,000
500
0

2014-15

2015-16

年度

2016-17

區服務活動儘可能永續執行之宗旨。接著就
安排在地區新任助理總監、社長等領導人的
系列訓練活動中，向未來一年的地區領導幹
部介紹「扶輪之子」計畫的宗旨與相關執行
辦法，讓大家認識、進而認同這項活動，並
在各社討論新年度工作計畫與編列年度預算
時，能將「扶輪之子」認養計畫列為各扶輪
社當年度重要社區服務活動，這項計畫就此
邁開成功的第一步。
首屆扶輪之子委員會主委 PP Jason 將年
度的活動主題定調為「鼓勵認養」。經當屆
總監 DG Jim 大力鼓吹，以及主委帶領全體委
員熱心推廣下，獲得扶輪社友們的認同與熱
烈支持，因此，第一年就有 83 個扶輪社響應
本項認養計畫，募集近新台幣 2,000 萬元的善
款，認養中部地區 1,674 位國小、國中、高中
家庭經濟弱勢的學童，透過這樣的平台，讓
扶輪人的愛心，落實嘉惠中部地區需要贊助
的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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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養中寮地區扶輪之子

太平洋社――聖誕節與扶輪之子同歡

地區扶輪之子主委 PP Jason 林炳村擔任 2-3
分區助理總監，更委請他回鍋兼任本委員會
的第三任主委，並在未來的 D3461 與 D3462
地區，分別延攬更多熱心的扶輪社友進入本
委員會，期待未來這兩個地區都有充足的人
力與能力，來持續推動此項扶輪之子認養計
畫。 主 委 PP Jason 為 配 合 年 度 地 區 八 大 社
區服務活動，將本屆的活動主題定調為「心
懷感恩」，積極籌辦扶輪之子感恩畫卡設計
比 賽， 並 配 合
2017/01/07 扶輪日
活 動， 舉 辦 畫 卡
頒獎與園遊會等
義 賣 活 動， 讓 扶
輪之子的認養人
數 再 為 突 破， 累
計超過 2,300 人。
連續三任總
監 的 鄭 重 承 諾，
加 上 主 委 Jason、
Peddy 及一群扶輪之子委員的無私奉獻，獲得
地區眾多扶輪社友的慷慨解囊，始能連續三
年給地區兩千多位經濟弱勢學童最寶貴、最
實惠的關懷與照顧，期盼這把已被點燃的扶
輪愛心火炬，能傳承到 D3461 與 D3462 地區
持續發光發熱！

第 二 年 (2015-16) 在 當 屆 總 監 邱 世 文
DG Dental 接力推動下，委請彰化松柏社 PP
Peddy 施麗娟接任主委職務，她將年度活動
主題定調為「真心關懷」。在全體委員精心
規劃下，陸續推動中寮地區「扶輪之子相見
歡――義剪活動」、「讓愛傳出
去 ―― 扶 輪 之 子 寫 生 活 動 」 與
「扶輪之子好過年」等活動，讓
認 養 人 數 成 長 近 20%， 累 計 達
1,992 人，也讓扶輪之子認養計
畫在本地區不論數量與品質都扎
下深厚的根基。
由於本地區社員人數快速成
長， 預 定 於 2017 年 7 月 1 日 將
分 為 D3461 與 D3462 兩 地 區，
為 了 將「 扶 輪 之 子 」 認 養 計 畫
的業務與相關資源能順利分配
給 兩 個 地 區， 本 屆 (2016-17) 總
監陳俊雄 DG Joy 不僅指派首屆 烏日社／認養扶輪之子優秀清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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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TS 大合照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2017-18 年度

社訓練師研習會 (CTTS) 紀實
台中港北區社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2017-18 年度社訓練
師 研 習 會 (CTTS)。 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 ( 星
期六 ) 全天，假靜宜大學主顧樓隆重登場。
本次研習會由台中大屯扶輪社主辦，主辦
團隊在社長 Dollar 與社長當選人 Lawyer 細心的
規劃暨 PP Bright 精密靈巧的安排下，讓報到程
序進行的井然有序，有條不紊，特別是服務團
隊整齊劃一的亮麗服飾與笑容可掬的親切服務
態度，更令研習會場充滿了蓬勃朝氣與活力。

DGE Five 向註冊組打氣

陳順良 Lab

研習活動在上午九點，準時由總監 DG
Joy 陳俊雄鳴鐘宣佈開會，司儀 PP Safe 林雄
崧穩健地一一介紹貴賓並和大家一起歡唱區
總監歡迎歌後，由本次 CTTS 主辦社主委 PE
Lawyer 楊盤江社長當選人致詞。PE Lawyer 除
了感謝總監團隊全力的協助外，並感謝大屯社
全體社友、寶眷及扶青團全心全力的投入，期
盼藉由此次的研習能有效能的提升社訓練師的
領導能力；對內協助社友訓練與成長，對外協
助社長服務社區，服務人類，並協助
地區領導人共同努力達成扶輪改善世
界的使命。
接著，由國際扶輪 3460 地區的
大家長 Joy 總監致詞勉勵，Joy 總監
表示：參加今年的社訓練師研習會直
接的感覺有二個不同，一個相同；二
個不同是因為 3460 地區成長到必須
分成 3461 及 3462 二個地區而讓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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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數看起來變少了，且地區的精英增多讓新
面孔看起來也變多了，這二個不同是過去數十
年來歷任前總監及社友們大家共同努力打拼出

DGE Five 感謝講師 PDG Bill

互動式教學講師 PP Paper 與學員合影

來的優越成果，讓地區社員擴充，讓參訓的人
員有更多的新面孔。一個相同是扶輪社不只是
慈善機構更是服務機構；大家都在做慈善，大
家都在做服務，扶輪服務最重要的要藉服務來
提升個人的領導能力，這個能力需要被訓練。
而訓練師研習會 (CTTS) 是最好的訓練活動，
透過訓練，可以增長扶輪服務技巧，進而推及
及人，成為標準的扶輪領導管理人。
9 時 20 分，由 3461 地區總監當選人 Five
童 瑞 龍 致 詞，DGE Five 神 采 奕 奕 的 高 興 表
示：能在開春時節和所有社訓練師齊聚一堂共
同研習，這要感謝 Joy 總監團隊給予我們全力
的支援及感謝訓練主委 PDG Jim 親自到泰國
接受訓練，且在今天要將訓練心得分享轉訓
我們的訓練師。並感謝副主委 Paper、Tony、
Philip， 祕 書 長 Sunny 和 主 辦 社 一 起 用 心 努
力，把今天的研習會規劃的非常完善，特別是
能在 PDG Bill 前總監持續關心且熱心的指導
下，讓 3461 地區的社訓練師們感受到滿滿的
福氣，他們的努力與無私的付出，讓大家給予
熱烈的掌聲。
DGE Five 致 詞 後 進 行 2017-18 年 度 RI
主 題 與 IA 講 習 會 經 驗 分 享，DGE Five 指 出
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策略計畫有三項優先目
標：第一項優先目標為支持及強化扶輪社，第
二項優先目標為聚焦及增加人道服務，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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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目標為提升公共形象與認識。DGE Five
並強調了 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年度計畫的重
點方向，DGE Five 最後以今年度的國際扶輪

頒發結訓證書給
地區助理總監 PP Nice

圖案與扶輪主題和大家分享，並期許大家共同
努力，以各種不同且多元的計畫來改善世界。
中場休息後，進入今天的研習主題，研
習主題共分成七個單元，前三單元採大班授
課制，大家一起在主場會議室接受三項訓練：
( 一 )2016 年立法會議修改事項解析，由 PDG
Bill 陳福振主講，( 二 ) 訓練師的功能和角色，
由 PP Tony 陳東澤主講，( 三 ) 如何運用互助
式教學技巧，由 PDG Jim 賴光雄親自傳授與
示範；後四單元採小班工作坊制，工作坊於教
室 116 及教室 118 分組演練，訓練的主題各
是：( 一 ) 有效能扶輪社應具備哪五大要素，
( 二 ) 如何招募新社友，( 三 ) 如何鼓勵年度基
金捐獻，( 四 ) 如何構思服務計畫。分組訓練
採互動式，由帶頭的講師察言觀色，適時適切
的邀請學員表示意見，並給予即時的回饋，互

秘書長 Sunny 與主辦社台中大屯社合影

主辦社社長 Dollar 不顧剛完刀還前來打氣

動式授課效果，讓學員印象深刻。
15 時 20 分，再回到大教室，接受如何取
得扶輪資源的電子媒體操作訓練，講師 Philip
張志成扶輪資歷雖然僅是短短的五年，但他明
確訂定學習目標，並將扶
輪資源一一列舉與說明，
內 容 豐 富 漸 進； 課 堂 中
Philip 頗有自信的侃侃而談
聲音清晰宏亮，授課功力
值得喝采，在如何取得扶
輪資源的論述中，Philip 特
別推薦PP Tony陳東澤「輕
鬆 的 扶 輪 」Facebook，
Tony 無私的把扶輪資訊放
在臉書上，公開的和大家

分享，是最容易隨手可取的資源，這些資源除
了造福扶輪社友，更能成就更多的訓練師。
研習活動在綜合座談中進入尾聲！本次
研習訓練最大的特點就是運用互動式的教學技
巧，由教師先行示範演練，再透過引導與互動
學習的方式，來提升學員的學習能力與技巧，
本次研習活動成功的接近了社訓練師彼此的距
離，並奠定訓練師重要的基準。最後，總監當
選人 Five 期許社訓練師學員，能將今天所學的
豐富知識與技巧，目標一致手牽手，肩併肩，
心連心一起為「扶輪服務人類」，「扶輪改善
世界」一起努力，最後，社訓練師研習會在總
監總評、頒發感謝狀及頒發證書中圓滿結束。

全會一角

DGE Five 頒發結訓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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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定扶輪精神
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
3470 地區虎尾東區社
彷彿只有歡喜，只有快樂，才會讓人一
直沉澱其間，迴旋不已，才會讓人完全只願
長睡不願醒。那是個優美的地方，足足有寬闊
的四十餘公頃面積大，美麗的福爾摩沙，美麗
的彩色島嶼，孕育著所有的台灣子民，安和樂
利，國泰民安，裝上了燈盞，開放成燈花，走
向它那是種真幸福。
沒錯，那就是 2017 燈會在雲林，走在那
條燈花路上，五光十色向前延伸，淺淺小河面
上有人造薄霧在氤氳，扶輪的那一朵，由於
燈色得宜，顯得非常突出，特別醒目，望著
望著，它象徵著「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的倩
影，春寒料峭，它就抖擻的杵在那裏。
那是一股很強的吸引力，總是讓人想走上
前去，駐足良久，沉醉其前，不忍離去。
或者是因為它給了人一抹留白的想像空
間，可以任你我去深深淺淺彩繪出其他不同
的色澤，繽繽紛紛熱熱鬧鬧又重新登場，再
在尋尋覓覓中，迸發出另外不錯的想法，妝
點上新的歡樂，創造更深一層生命的嚮往，
令提升的力道，牽引著步履，一逕向前。近
日以來，一切停頓在那個點上，朝思暮想，
根本不想醒來。
後來也許會覺悟。沒有醒來，原來也可以
被視為他類美學的追尋方式。

一、跳出口袋的筆
此刻想起的，竟然會是歐陽修。他在自
己的作品中述說著：「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
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這不正是燈會結束
的剎那景致？「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
而禽鳥樂也」。這不正是燈會尾聲時的場景？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手之樂其樂也」。這
不正是燈會閉幕時所殘留給人那絲絲的悵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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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和松 P.P. Her Song

扶輪之精神指標引來賞燈民眾之好奇觀賞

迷茫？
「 醉 能 同 其 樂， 醒 能 述 以 文 者， 太 守
也」。千年以前的認知，千年以後仍然密合如
此，太陽底下啊！太陽底下哪有甚麼新鮮事？
「太守謂誰」？太守謂誰？後面的答案，可不
可以不填廬陵歐陽修，而填上其他人呢？
誰能給一個答案，可是不可？
我胸前的 Cross 是無聲的，硬搶著跳出了
口袋…。

二、總監們大集合
思緒飛揚在初春，回憶的腳步卻仍走在
2017 台灣燈會路上，那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2 月 11 日，燈會在雲林縣高鐵特定區準時登
場。由國際扶輪台灣區所設計出，強調台灣扶
輪精神的主題燈，比大會提前一天，在 2 月
10 日晚上 18:25，替大會暖身而提前點燈。
當時正是燈會的第一波大高潮，參與點燈
儀式扶輪社的各地區總監，在數以千計的社友
及燈迷們簇擁之下，蒞臨人山人海現場，那刻
一行人光是走著紅地毯登上舞台，就足足花去
了數十分鐘的時程；也是那刻耳畔聽聞掌聲與

燈會時總監們及扶輪領導人大集合

歡呼聲齊飛，不絕於耳；風雷電火般的尖叫則
與冠蓋雲集的耀眼，相互較勁起來。暖場的狀
況，真的是前無古人的寫照。
國 際 扶 輪 到 場 的 共 同 點 燈 人， 終 於 登
台。包括有：3460 地區陳俊雄、3470 地區謝
奇峯、3480 地區廖文達、3490 地區謝木土、
3500 地區鄭桓圭、3510 地區李素鳳、3520 地
區郭俊良等七位總監。
點燈儀式隆重而莊嚴，負責主持的 3470
地區總監謝奇峯，在台上表示：非常希望國人
藉觀賞此燈會之機會，進一步來了解扶輪社多
年來，一直希冀為台灣與世界各國社區的服務
與奉獻方向，並歡迎國人在燈會參觀進程中，
把握交流期間，透過扶輪社來自世界各國的交
換青少年，所提供之現場服務，明白各地風情
及扶輪精神與理念。

三、暢行人間無阻
3480 地區廖文達總監指出，國際扶輪是
從 1917 年起，由一群熱心社會公益的賢達人

士，為了服務社區，特別草創了扶輪基金會，
從第一筆捐款美金 26.5 元開始，迄今已有 112
年的服務年資，先後投入的資源累積，早已超
過 31 億美元以上。
3490 地區謝木土總監對社務成長日日精
進，如日中天，非常滿意，他說今日的扶輪，
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成立的國際優質社
團，更是超過百年歷史世界之最的極具規模的
大社團。
3460 地區陳俊雄總監強調，國際扶輪在
世界各地所做的實際社區服務，數量之多，
質感之高，受到各界好評的史實，真的不勝枚
舉。百年以來，如疾病防治、醫療諮詢，兒童
婦女健康保健、社區健康教育等方向，均有著
墨。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扶輪社對「小兒痲痹
症」的宣戰，力圖根絕此症，是歷時最久，也
最龐大且最艱鉅的重要工程，目前達成率，已
有百分之九十九，僅餘阿富汗、巴基斯坦，及
奈及利亞等 3 國，仍有幾個病例發生。根除小
兒痲痹的理念，或可於今年度內百分百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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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個螢幕

達成。
3510 地區李素鳳總監表示，扶輪社友今
年度在台灣所做的服務，如偏鄉地區英文線上
教學、B 型肝炎篩選、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等，
全是有價值的活動，一件件依序進行中。
3500 地區鄭桓圭總監特別指出：社友們
熱心參與許多台灣以外，世界性的公益活動，
包括大陸地區的社區、醫療服務，與海外兄弟
會、姐妹會攜手合作辦理的各項社會福利活
動。在提升台灣的世界能見度，貢獻良多。
3520 地區郭俊良總監強調，扶輪社友總
是秉持著「友誼、服務」的核心理念，力行為
善的最高境界，朝「不是施捨，而是引路」的
方向戮力，協助周身所有的人，走上明天會更
好的生活之路，那是扶輪的最高境界，社友們
奉行實踐，直到永遠。
他們的談話，讓參加燈會的群眾，不但了
解了扶輪，更進而認同了扶輪。

輪 3470 地區總監，先恭喜你，扶輪社最樂於
服務人群，是最優質的民間社團，現在有一件
事想拜託你，幫雲林縣讚個光彩，而且不得拒
絕，就是你和你的社團，一定要加入『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的展演及開幕、閉幕。就這
麼說定了，我先乾杯。」
酒喝下肚，責任揹上身，地方官都這麼說
了，謝奇峯想了想，便點頭應允。
不久謝奇峯到聖地牙哥參加總監訓練營，
閒暇時，謝奇峯和一群尚未就位的準總監同學

四、情定聖地牙哥
說起全國台灣燈會將在雲林舉辦，謝奇
峯是看電視新聞時偶然知道的。當時並沒有
甚麼特殊的感覺，直到不久後，在一次餐敘
中，與縣長李進勇觥籌交錯之際，縣長很鄭重
的對他說：「謝奇峯！我知道你要接國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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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會期間由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來自 43 個國家
472 位的青少年，輪流在燈區服務賞燈的觀眾，賞
燈民眾以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與
他們交談，獲得想知道的訊息。

聊天時，談到自己對燈會承諾，沒想到當場就
有總監說：「這是幾十年難逢的盛會，幸好你
答應了。」
也有人表示有意思、有意義、有興趣，更
有人說：「扶輪人最注重團隊精神，這次何不
來一次大合體的通力合作，共襄盛舉，展現我
扶輪團結精神。」熱情如潮，一份份承諾一份
份深情，從聖地牙哥攜手連心的出發，跟著謝
奇峯的行囊，飛越半個地球，回到家鄉，大家
都就職 2016-2017 總監。
燈 會 籌 備 工 作 依 約 展 開， 數 以 百 計 的
email 交 通 兼 雜 數 十 次 的 視 訊 會 議， 交 換 意
見、決定主題、付諸設計、計畫內容、草圖研
討、施工狀況…等，每個環節都經共同抉擇而
有了定論，環環緊密相扣，為的就是把完美地
把扶輪精神真實呈現。

五、戀戀扶輪精神
謝奇峯表示，國際扶輪的主題燈，是以台
灣地圖為基底造型藍本，加上 2017 年度主題
「扶輪服務人類」的世界觀，用的是凌駕其上
那顆會自轉地球，凸顯出「台灣是國際社會的
一員」理念。
一同去看看吧！走近扶輪形象燈區，見
到長 15 米、寬 6 米、高 6 米的大型主題燈區，
主題燈是年度口號扶輪服務人類及 logo，副
主題是扶輪基金一百年 logo。燈的上層安裝
了四部大型電視螢幕，輪流播放今年台灣扶
輪所完成的各項社區服務，讓國人順利了解
社團成果。
至若扶輪大型燈箱環繞的燈區，呈現台
灣七地區知服務紀錄，另外配上四個 60 吋螢
幕，持續放映主題：扶輪基金行善百年故事、
根除小兒痲痹紀錄影片、扶輪社 111 年重點故
事、台灣地區歷年扶輪社活動紀錄；副主題：
RYE Inbound 為友邦國家國旗之展示，目的為
宣揚扶輪社豐富的國際性交流，讓國人順利了
解社團成果；中層則展示頗具國際化特色的扶
輪青少年交換計畫的成果，今年一共有 43 個
國家，計 472 位的青少年透過該活動來到台

總監團隊北港社社友合影
灣，作為期 1 年的交換學生。他們被妥善安居
扶輪家庭中，就近接受學校正教育。這些燈箱
正是展示他們國家的國旗，燈會期間這群活
潑、熱誠的外國青少年，也將輪流在燈區，服
務賞燈的觀眾，大家可以用英文、日文、法
文、德文、西班牙文或中文等不同語言，與他
們交談，獲得想要知道的相關訊息。那些點與
線的揪集，確立了美麗扶輪燈網。

六、一波動萬波隨
這座悉心打造的花燈，總工程費達四百萬
元，資金來源也很快有了著落：3470 地區將
負責總工程款的 1/2，另外 1/2 將自其他地區
及扶輪單位募得。其中 3460、3480、3490、
3500、3510、3520 等六地區，每地區贊助新
台幣二十五萬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贊助新
台幣二十五萬，臺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
會贊助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共計二百萬元。
3470 地區所負責的新台幣兩百萬元預算，包
括嘉義、台南、澎湖區，共有 44 社，每社各
分攤新台幣二萬元，而雲林地區共 14 社，因
係地主社，每社各分攤新台幣四萬元，3470
各社分攤總計為新台幣一百四十四萬元，其餘
不足之新台幣五十六萬元，由 3470 總監負責
籌措。資金全額順利到位，執事順利成功，正
是扶輪精神，謝奇峯因此特別向大家鞠躬感謝
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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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立倫市長頒發感謝狀予 2、4、7 分區創社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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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扶輪感恩慈善音樂會紀實

扶輪感恩慈善音樂會紀實
文╱板橋社 社長 黃永昌 P. Bank

特別報導
Special Report
也為了彰顯「扶輪服務人類」的年度活動主
1967 年 5 月 6 日國際扶輪核准了板橋扶
文╱板橋社
社長 黃永昌 P. Bank
輪社入會，2016-2017 扶輪年度板橋扶輪社即
將屆滿五十週年，今年度的扶輪主題是「扶輪
1967年5月6日國際扶輪總社核准了
服務人類」，為了慶祝板橋扶輪社五十週年，

軸，板橋扶輪社特地規劃板橋扶輪家族的伙伴
們共同舉辦一場「感恩、回饋與傳承」的感恩
扶慈善音樂會。
輪3490地區總監辦公室擔任指導單

板橋扶輪社的登錄，2016-2017扶輪年

位，並請永和扶輪社、樹林扶輪社、

度板橋扶輪社即將屆滿五十週年，今年

土城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

度的扶輪主題是「扶輪服務人類」，為

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板橋西

了慶祝板橋扶輪社五十週年，也為了彰

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為共同主辦

顯「扶輪服務人類」的年度活動主軸，

單位，第二、四、七分區各社為協辦單

板橋扶輪社特地規劃板橋扶輪家族的伙

位，音樂會的全部籌備由前總監劉祥

伴們共同舉辦一場「感恩、回饋與傳

呈（P.D.G. Syo-Tei）、前總監賴正時

承」的感恩慈善音樂會。

（P.D.G. Victor）分別擔任正副主委，由

整個音樂會的籌備活動自一年多
前就開始，音樂會特邀請新北市政府及

社長黃永昌、前社長張煥章、前社長薛
銘鴻擔任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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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區各扶輪社共同主辦
DDF，捐贈新台幣五十萬的物資給創世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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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週年音樂會副主委
前總監賴正時致詞
50
週年音樂會副主委前總監賴正時致詞
▲50週年音樂會副主委
前總監賴正時致詞
整個音樂會的籌備活動自一年多前就開
始，音樂會特邀請新北市政府及扶輪 3490 地
齡屆滿30年以上的社友，感謝這些創社
齡屆滿30年以上的社友，感謝這些創社
區總監辦公室擔任指導單位，並請永和社、樹
社長不畏艱難，邀集扶輪人共創新社，
社長不畏艱難，邀集扶輪人共創新社，
林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
讓扶輪的版圖日益壯大，也感謝資深社
讓扶輪的版圖日益壯大，也感謝資深社
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為共同主
友長期以來對扶輪志業的無私付出。感
辦單位，第二、四、七分區各社為協辦單位，
友長期以來對扶輪志業的無私付出。感
音樂會的全部籌備由前總監劉祥呈（P.D.G.
恩活動頒獎之後是進行捐贈及社福團體
恩活動頒獎之後是進行捐贈及社福團體
Syo-Tei）、前總監賴正時（P.D.G. Victor）分
的推介活動。
的推介活動。
別擔任正副主委，由社長黃永昌、前社長張煥
為了彰顯「扶輪服務人類」，我們
章、前社長薛銘鴻擔任副主委。
為了彰顯「扶輪服務人類」，我們
一場音樂會的籌備涉及的項目甚多，自音
在感恩會上所辦理的聯合捐贈，主要目
在感恩會上所辦理的聯合捐贈，主要目
樂會主軸的訂定、樂團及演奏家的邀請、曲目
的是要讓社會大眾知道扶輪人的回饋社
的是要讓社會大眾知道扶輪人的回饋社
的選定、受邀人員的規劃、場地設施的補強等
會初衷，也希望藉此達到拋磚引玉，讓
等，所幸在地區總監辦事處、新北市政府及籌
會初衷，也希望藉此達到拋磚引玉，讓
備團隊的全體成員努力下，各項工作都順利進

▲
朱立倫市長頒發社齡滿五十年之板橋社創社
朱
倫市長頒發社齡滿五十年之板橋社創社社友
▲立
朱立倫市長頒發社齡滿五十年之板橋社創社
社友廖金順前社長
廖金順前社長
社友廖金順前社長
行。12 月 18 日當天一早板橋社的社友就到新
北市政府多功能音樂廳的會場，進行各項準備
社會大眾更多人投入服務社會的行列。
社會大眾更多人投入服務社會的行列。
工作，樂團及各演出人員在 10 點鐘也開始最
在捐贈項目中，我們結合了第二分區各
在捐贈項目中，我們結合了第二分區各
後的綵排，將近下午一點，來自各地的扶輪社
扶
輪
扶社友、社福團體以及社會各界人士陸續進場，
輪社
社，
，配
配合
合3
34
49
90
0地
地區
區總
總監
監辦
辦事
事處
處的
的
DDF，捐贈了新台幣五十萬的物資給創
籌備一年多的扶輪家族感恩慈善音樂會正式呈
DDF，捐贈了新台幣五十萬的物資給創
現在大家的眼前。
世基金會，希望讓植物人得到更好的照
世基金會，希望讓植物人得到更好的照
活動節目一開始，分別由音樂會籌備主委
顧，我們也捐贈配合款項給母社「台北
顧，我們也捐贈配合款項給母社「台北
前總監賴正時、主辦社社長黃永昌、地區總監
西區扶輪社」作為協助泰北回龍小學教
D.G. Concrete 致詞，新北市市長朱立倫也親
西區扶輪社」作為協助泰北回龍小學教
至現場致詞，對扶輪社此次活動給予讚許與肯
室興建的經費，彰顯「扶輪服務人類」
室興建的經費，彰顯「扶輪服務人類」
定，更對扶輪人協助政府進行社會各項公益活
是不分國界的。
是不分國界的。
動予以感謝。致詞結束後，開始了上半場的感
此
恩回饋活動，首先由新北市市長朱立倫頒發感
此外
外在
在感
感恩
恩會
會的
的現
現場
場我
我們
們分
分別
別捐
捐
謝狀給予第 2、4、7 分區各社的創社社長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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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在會場外擺設了該機構的簡介圖片，讓大
家認識他們共同加入護持的行列。
在感恩回饋的頒獎捐贈活動結束，即開始
正式的音樂會，此次音樂會的受邀對象中除了
扶輪家族的伙伴外，我們也邀請了新北市偏鄉
的小學音樂社團學生及許多社福機構的義工，
讓他們有機會聆聽一場國家音樂廳等級高水準
的演出。
在音樂會的內容上我們安排台灣近代幾位
重量級音樂家的鄉土民謠，也安排甫過世的台
社會局局長頒發感謝狀予社齡四十年以上之社友
▲社會局局長頒發感謝狀予社齡四十年以上之社友
▲合唱「這是咱的扶輪社」
灣重要音樂家蕭泰然、馬水龍等的重要作品，
也安排諸多世界名曲，演出陣容除了長榮交響
齡滿五十年的板橋社創社社友廖金順前社長，
樂團外，更邀請台灣梆笛泰斗陳中申老師、名
接著由社會局局長頒獎給第 2、4、7 區及中永
在音樂會的內容上我們安排台灣近
贈給扶輪公益網、瑞濱國小、愛心育幼
小提琴家林士凱、鮑思高兒童合唱團，這麼精
和地區扶輪社社齡屆滿 30 年以上的社友，感
代幾位重量級音樂家的鄉土民謠，也安
院、家扶中心、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
彩的節目內容安排，只因為我們珍惜這一次的
謝這些創社社長不畏艱難，邀集扶輪人共創新
相聚。
社，讓扶輪的版圖日益壯大，也感謝資深社友
排甫過世的台灣重要音樂家蕭泰然、馬
長協會、板橋義警中隊等單位，全部捐
長期以來對扶輪志業的無私付出。感恩活動頒
水龍等的重要作品，也安排諸多世界名
贈款項近新台幣200萬元，這些活動的
獎之後是進行捐贈及社福團體的推介活動。
曲，演出陣容除了長榮交響樂團外，更
為了彰顯「扶輪服務人類」，我們在感
款項，全是由扶輪社友們點點滴滴的捐
恩會上所辦理的聯合捐贈，主要目的是要讓社
邀請台灣梆笛泰斗陳中申老師、名小提
輸、匯集而成，希望這些捐贈活動能讓
會大眾知道扶輪人的回饋社會初衷，也希望藉
琴家林士凱、鮑思高兒童合唱團，這麼
此達到拋磚引玉，讓社會大眾更多人投入服務
社會大眾看到，扶輪社友們配合政府政
社會的行列。在捐贈項目中，我們結合了第二
精彩的節目內容安排，只因為我們珍惜
策投入公益，讓弱勢族群、身障人士得
分區各扶輪社，配合 3490 地區總監辦事處的
這一次的相聚。
DDF，捐贈了新台幣五十萬的物資給創世基金
到更多的照顧，讓中小學學生得到更好
這場歲末感恩音樂會的籌辦過程，
合唱「這是咱的扶輪社」
會，希望讓植物人得到更好的照顧，我們也捐
▲社會局局長頒發感謝狀予社齡四十年以上之社友
的教育學習機會。音樂會場上我們邀請▲合唱「這是咱的扶輪社」
贈配合款項給母社「台北西區扶輪社」作為協
要特別感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與扶輪
這場歲末感恩音樂會的籌辦過程，要特別
需大家參與扶持的社福團體機構，在會
助泰北回龍小學教室興建的經費，彰顯「扶輪
3490地區總監D.G.
Concrete團隊的指導
在音樂會的內容上我們安排台灣近
贈給扶輪公益網、瑞濱國小、愛心育幼
感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與扶輪
3490 地區總監
服務人類」是不分國界的。
場外擺設了該機構的簡介圖片，讓大家
D.G.
Concrete 團隊的指導與支持，感謝慈善
與支持，感謝慈善音樂會主委3490地區
此外在感恩會的現場我們分別捐贈給扶輪
代幾位重量級音樂家的鄉土民謠，也安
院、家扶中心、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
認識他們共同加入護持的行列。
音樂會主委 3490 地區前總監 P.D.G. Victor 的
公益網、瑞濱國小、愛心育幼院、家扶中心、
前總監P.D.G. Victor的鼓勵支持與提供各
排甫過世的台灣重要音樂家蕭泰然、馬
長協會、板橋義警中隊等單位，全部捐
鼓勵支持與提供各項協助。當然最要感謝的是
新北市家長志工教育成長協會、板橋義警中隊
在感恩回饋的頒獎捐贈活動結束， 水龍等的重要作品，也安排諸多世界名
項協助。當然最要感謝的是板橋扶輪社
板橋扶輪社全體社友的支持，以及板橋扶輪家
贈款項近新台幣200萬元，這些活動的
等單位，全部捐贈款項近新台幣 200 萬元，這
即開始正式的音樂會，此次音樂會的受
族夥伴的支持與協助。整場音樂會在地區總監
些活動的款項，全是由扶輪社友們點點滴滴的
曲，演出陣容除了長榮交響樂團外，更
全體社友的支持，以及板橋扶輪家族夥
款項，全是由扶輪社友們點點滴滴的捐
D.G. Concrete 及音樂會副主委 P.D.G.Victor 及
捐輸、匯集而成，希望這些捐贈活動能讓社會
邀對象中除了扶輪家族的伙伴外，我們 邀請台灣梆笛泰斗陳中申老師、名小提
伴的支持與協助。整場音樂會在地區總
輸、匯集而成，希望這些捐贈活動能讓
長榮樂團的伴奏下，與全場來賓合唱「這是咱
大眾看到，扶輪社友們配合政府政策投入公
琴家林士凱、鮑思高兒童合唱團，這麼
也邀請了新北市偏鄉的小學音樂社團學
的扶輪社」美妙歌聲中畫下圓滿的句點。
監D.G. Concrete及音樂會副主委P.D.G.
益，讓弱勢族群、身障人士得到更多的照顧，
社會大眾看到，扶輪社友們配合政府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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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許多社福機構的義工，讓他們有機
策投入公益，讓弱勢族群、身障人士得

精彩的節目內容安排，只因為我們珍惜
Victor及長榮樂團的伴奏下，與全場來賓

會聆聽一場國家音樂廳等級高水準的演
到更多的照顧，讓中小學學生得到更好

合唱「這是咱的扶輪社」美妙歌聲中畫

讓中小學學生得到更好的教育學習機會。音樂
會場上我們邀請需大家參與扶持的社福團體機

出。
的教育學習機會。音樂會場上我們邀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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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大家參與扶持的社福團體機構，在會
場外擺設了該機構的簡介圖片，讓大家
認識他們共同加入護持的行列。

這一次的相聚。

這場歲末感恩音樂會的籌辦過程，

下圓滿的句點。

要特別感謝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與扶輪
3490地區總監D.G. Concrete團隊的指導
與支持，感謝慈善音樂會主委3490地區
前總監P.D.G. Victor的鼓勵支持與提供各

「不山不市」的學校 更需要扶輪的關愛
3510 地區偏鄉數位關懷主委
高雄社 施富川 Jackie
長期以來扶輪社對於偏鄉的照顧是全方位
而且是大家有目共睹的，特別是各個需要被幫
助的角落，扶輪的足跡也都幾乎是無所不在，
越是偏遠的山地部落被關愛的程度也就越多，
但是當我們深入偏鄉之後，我們也發現到偏鄉
的部分資源也會有呈現過多的狀況，代表各
個社福團體對於偏鄉的照顧也是有志一同，
投入資源的方式及對象也都會有重疊的現
象。甚至會有「政府」、「社福團體」及「個
人捐贈」投入類似資源到同一的標的對象的
狀況，或許不能說是浪費，但是否我們也要
開始深切思考如何讓扶輪的有限資源能用在
最需要的地方。
這幾年當我們在投入資源在偏鄉英語線上
課輔的推動上時，一開始我們也是專注在高雄
及屏東地區的原住民學校，這是我們大家都普
遍認知的偏鄉學校，將資源投入在這裡相信大
家都不會認為是一個錯誤的方向，透過實地訪
談之後也確實有實際上的需求，非常需要我們
的協助。但是在有一次拜訪高雄市教育局當時
擔任國際及資訊教育科的陳佩汝科長 ( 現任高

圖片來源：聯合報

深水國小學生很多都是育幼院院童

中職教育科 ) 時，她提到說扶輪社的服務為什
麼大多是做在「山裡面」，都沒有照顧到「海
邊」，政府對於偏鄉學校的認定，也大多是以
原住民部落及山區學校為主，反觀是「漁村」
或是大家普遍開玩笑說的「不山不市」的學
校，所得到的資源都會相對的不足。
所謂的「不山不市」的學校就是屬於不
是在山裡面，也不在市區，所以這些學校通
常得不到政府及社福團體的關注，也因為不
在市區，所以也得不到大都市的整體
資源，就政府補助來說，他們沒有原住
民，所以沒有原民會的補助，如果他們
學校不是在客家庄，也得不到客委會的
補助，因為他們在內政部對於偏遠地區
的定義也不包含在裡面，就以高雄市來
說：田寮區、六龜區、甲仙區、那瑪夏
區、桃源區、茂林區，這幾個行政區是
被歸類於原住民區及偏遠地區，其他包
含：彌陀、永安、大樹、燕巢、杉林區
等就不算是偏遠地區。
也因為如此，當我們在執行偏鄉
英語線上課輔計畫時，就會特別留意
臺灣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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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社認養)、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屏東鳳凰社認養)、屏東縣高樹國小(屏東
中正社認養)、高雄市大樹區龍目國小與溪埔國小(高雄繁星社認養)、高雄市彌

百合社認養)、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屏東鳳凰社認養)、屏東縣高樹國小(屏東

陀國小(高雄拱心社認養)、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小(潮州社認養)、屏東縣佳冬鄉
中正社認養)、高雄市大樹區龍目國小與溪埔國小(高雄繁星社認養)、高雄市彌
大新國小(鳳山社認養)。
陀國小(高雄拱心社認養)、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小(潮州社認養)、屏東縣佳冬鄉
大新國小(鳳山社認養)。

這個問題，希望除了
原住民學校、偏遠地
區學校之外，我們也
要留意一些所謂「不
山不市」的學校，適
時的讓這些學校也可
以擁有扶輪的愛。在
今年度的七個地區偏
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
不在山裡也不在市區的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
中， 很 感 謝 各 個 參 不在山裡也不在市區的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
不在山裡也不在市區的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
與扶輪社的協助，我
們也持續關注到這些「不山不市」的學校，
包含：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小與塭子國小 ( 高
雄社認養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小與仁武鄉
灣內國小 ( 鳳南社認養 )、高雄市杉林區集來
國小 ( 木棉社認養
)、屏東縣萬丹鄉廣安國小
深水國小學生很多都是育幼院院童

全校學生只有三十幾人的屏東縣佳冬鄉大新國小
全校學生只有三十幾人的屏東縣佳冬鄉大新國小
深水國小學生很多都是育幼院院童

社認養 )、屏東縣潮州鎮潮南國小 ( 潮州社認

透過國際扶輪七地區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的執行，各個主辦的扶輪社已
養 )、屏東縣佳冬鄉大新國小 ( 鳳山社認養 )。
經與大小學伴學校成為很好的夥伴關係，認養的扶輪社也更深入了解這些學校
透過國際扶輪七個地區偏鄉英語線上課輔
全校學生只有三十幾人的屏東縣佳冬鄉大新國小
的真正需求，也因此有更多扶輪社的資源逐漸地在導入當中，包含：扶輪之子
位於高雄漁村的彌陀國小
位於高雄漁村的彌陀國小
計畫的執行，各個主辦的扶輪社已經與大小學
計畫、學校校舍補強計畫、充實學校圖書館藏、弱勢學童營養午餐、學生課後

伴學校成為很好的夥伴關係，認養的扶輪社也
( 屏東東區社認養 )、屏東縣林邊國小
(輔導、耶誕鞋盒禮物等，讓這些長年以為不被政府特別照顧、也沒有讓其他社
屏東百
透過國際扶輪七地區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的執行，各個主辦的扶輪社已
更深入了解這些學校的真正需求，也因此有更
合社認養 )、屏東縣高樹鄉新南國小
(福團體關愛的學校，開始被外界看到這些學校校長老師們的努力、學校資源的
屏東鳳
經與大小學伴學校成為很好的夥伴關係，認養的扶輪社也更深入了解這些學校
多扶輪社的資源逐漸地在導入當中，包含：扶
缺乏問題，以及因為人口外移面臨廢校的窘境，期待透過各方資源的挹注，能
凰社認養 )、屏東縣高樹國小
( 屏東中正社認
的真正需求，也因此有更多扶輪社的資源逐漸地在導入當中，包含：扶輪之子
夠讓學校的經營逐漸步入軌道，提供給所有學生更好的受教環境。
輪之子計畫、學校校舍補強計畫、充實學校圖
養 )、高雄市大樹區龍目國小與溪埔國小 ( 高
計畫、學校校舍補強計畫、充實學校圖書館藏、弱勢學童營養午餐、學生課後
書館藏、弱勢學童營養午餐、學生課後輔導、
位於高雄漁村的彌陀國小
雄繁星社認養
)、高雄市彌陀國小 ( 高雄拱心
輔導、耶誕鞋盒禮物等，讓這些長年以為不被政府特別照顧、也沒有讓其他社
耶誕鞋盒禮物等，讓這些長年以為不被政府特
福團體關愛的學校，開始被外界看到這些學校校長老師們的努力、學校資源的
別照顧、也沒有讓其他社福團體關愛的學校，
缺乏問題，以及因為人口外移面臨廢校的窘境，期待透過各方資源的挹注，能
開始被外界看到這些學校校長老師們的努力、
夠讓學校的經營逐漸步入軌道，提供給所有學生更好的受教環境。
學校資源的缺乏問題，以及因為人口外移面臨
廢校的窘境，期待透過各方資源的挹注，能夠
介於旗山與甲仙之間的杉林區集來國小
讓學校的經營逐漸步入軌道，提供給所有學生
也因為如此，當我們在執行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時，就會特別留意這個
更好的教育環境。
問題，希望除了原住民學校、偏遠地區學校之外，我們也要留意一些所謂「不
山不市」的學校，適時的讓這些學校也可以擁有扶輪的愛。在今年度的七地區
介於旗山與甲仙之間的杉林區集來國小
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中，很感謝各個參與扶輪社的協助，我們也持續關注到
介於旗山與甲仙之間的杉林區集來國小
這些不山不市的學校，包含：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小與塭子國小(高雄社認養)、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小與仁武鄉灣內國小(鳳南社認養)、高雄市杉林區集來國小
也因為如此，當我們在執行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時，就會特別留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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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社認養)、屏東縣萬丹鄉廣安國小(屏東東區社認養)、屏東縣林邊國小(屏東
問題，希望除了原住民學校、偏遠地區學校之外，我們也要留意一些所謂「不
山不市」的學校，適時的讓這些學校也可以擁有扶輪的愛。在今年度的七地區
偏鄉英語線上課輔計畫中，很感謝各個參與扶輪社的協助，我們也持續關注到
這些不山不市的學校，包含：屏東縣佳冬鄉羌園國小與塭子國小(高雄社認養)、
高雄市燕巢區深水國小與仁武鄉灣內國小(鳳南社認養)、高雄市杉林區集來國小

內政部政務次長頒獎表揚七個地區及台灣總會。
左起 DG D.K (3520)、DG Charming (3510)、DG Peter (3500)、次長花敬群、協會理事長 PDG Kambo、
DG Concrete (3490)、DG Kevin (3480)、PDG Cable ( 代表 DG Jack , 3470)、DG Joy (3460)、
PDG Knife ( 總會前理事長 )

國際扶輪台灣七個地區及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2016-17 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
2017 年 2 月 21 日 於 台 北 市 政 府 二 樓 親
子劇場由本協會主辦舉行七個扶輪地區及台
灣總會服務計畫成果聯合發表會。在當日劇
場外的走廊展出海報看板。12 時半，扶輪社
友陸續聚集，貴賓們也紛紛簽名報到。同時
攝影現場採訪七位地區總監及總會前理事長

PDG Knife， 錄 製 的 訪 問 影 片， 在 網 站 上 宣
揚，同時上傳 YouTube。多家媒體包括中時、
三立、聯合線上、自由時報、民論時報也派員
報導。2 時大會開始。由 3520 地區的扶輪青
少年交換學生表演鼓陣「戰鼓齊鳴」迎賓。台
北原民、百合、城中社 15 位社友領唱扶輪頌

3510 總監李素鳳 DG Charming 在服務計畫海報前
接受採訪

海報一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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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 著， 由
司儀 PP Lisa 宣
讀 總 統 賀 電，
傳達總統希望
藉此平台彰顯
扶輪服務之價
值， 也 盼 能 將
服務精神傳達
與 人， 一 同 為
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
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蒞臨
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
建造理性和平
指導
之優質國度貢
獻 心 力。 立 法
院秘書長林志
嘉 致 詞， 表 示
台灣扶輪出版
暨網路資訊協
會所辦之此一
活 動， 讓 大 眾
瞭解扶輪社所
做 的 服 務，
10B 地帶扶輪公共協調人方奕 並 使 扶 輪 社 與
民進黨副秘書長李俊毅
立委吳思瑤
展遠從香江參與盛會
社 會 融 合， 他
及「這是咱的扶輪社」。大會司儀林岳皇 PP
讚揚扶輪社所做活動如其口號一樣「無遠弗
Furniture（台北社）及黃日虹 PP Lisa（原民社）
屆」，並代表蘇院長向扶輪社友及大會致最高
介紹出席的首長與貴賓。理事長康義勝致詞
敬意及謝意。由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致詞
首先感謝總統蔡英文惠賜賀電與花籃，並感
時，表示扶輪 7-80 年來，經建推展，彼此交
謝立法院秘書長林志嘉、內政部政務次長花
換愛心，他引用孔子的話「使老有所終，壯有
敬群、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民進黨副秘書
所用，幼有所長」，闡示扶輪社友們用其愛心
長李俊毅、立法委員吳思瑤、國際扶輪前理
及能力，為社會付出心力，並誓言內政部也會
事謝三連 PRID Jackson、公共形象協調人方奕
陪著大家一同努力。台北市副市長陳景峻則表
展 RPIC Eugene 等貴賓百忙中撥冗蒞臨大會，
示在有需要接受幫助的地方，就會看到扶輪社
以及各地扶輪社友參與盛會。他說明每一年
友勇往直前，不論是受到家暴的兒童、弱勢家
扶輪所做的服務，譬如改善貧窮、提供清潔
庭或是原住民，皆是扶輪社友協助的對象。他
用水等，皆是為了建立世界和平及預防與治
代表台北市政府及柯市長願扶輪社所有理想皆
療疾病，而且都包括在六大焦點領域中。隨
能實現。民進黨副秘書長李俊毅代表黨部及黨
後逐一介紹七個地區與台灣總會於 2016-17
主席蔡英文蒞臨，他身為扶輪社員，對扶輪所
年度執行的服務計畫。最後，他感謝內政部
做的服務特別有感觸。讚揚扶輪花費心力、錢
政務次長花敬群親臨並邀請次長頒贈感謝狀
財彌補社會的不足。立法委員吳思瑤說她亦是
予七個地區總監及台灣總會前理事長楊敏盛
扶輪社員，常跟著社友一同做社區服務，很開
PDG Knife，以表揚其服務成果。
心七個地區能一同分享成果並互相學習。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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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前理事謝三連致詞後接受紀念品

這一年，跑遍幾十個扶輪社區推動兒童藝術工
程，也參與不同的服務計畫。未來 3520 地區
所執行的「惜食計畫」，亦會在北投、士林區
逐步進行。並表示會與各個扶輪社一同發揮關
懷與熱情，所做的服務將越無遠弗屆。台北市
議員周柏雅也是扶輪社友，表揚此次活動使
大眾瞭解扶輪，並傳達扶輪精神―― 「服務
人群」。國際扶輪前理事謝三連 PRID Jackson
讚揚理事長康義勝 PDG Kambo 用心結合台灣
七個地區及台灣總會推廣
他 們 2016-17 年 度 所 做 的
服務計畫。也致謝台灣總
會 前 理 事 長 楊 敏 盛 PDG
Knife 及所有理事為原住民
部落所做的貢獻及關心。
遠從香港前來的 10B
地帶公共形象協調人方奕
展 RPIC Eugene， 提 到 扶
輪對外很少談到自己做的
服務，使大眾對扶輪甚少
瞭解，他讚揚此次舉辦之
聯合發表會，使扶輪社友
以外的人士更瞭解扶輪。
國際扶輪台灣前總監協會

會長陳茂仁 PDG Tony 致詞表示對扶輪社過去
的成果有很多，希望未來能執行更多的服務計
畫。扶輪社的愛是無遠弗屆，並將這樣的愛傳
播給大眾，使大眾也一同行動，讓台灣更好。
台日國際扶輪親善會會長張瑞欽 PDG Plastic
讚揚並敬佩理事長康義勝的付出，他也推廣
2018 年 3 月 1 日於高雄舉辦的台日親善大會，
希望大家共襄盛舉。
此次聯合發表會的主角是七個地區及台灣
總會，因此在全體與會人員大合照之後，由七
個地區總監及總會現任理事長陸續上台發表服
務計畫成果。詳細載於大會手冊。
當天會議中，穿插的表演除了 3520 地區
RYE 最先表演的迎賓鼓之外，分別由 3500 地
區竹東扶輪社表
演 太 鼓「 天 可
樂」、3480 地區
城東樂團及愛玩
樂團表演薩克斯
風， 以 及 3490
地區表演「祥獅
獻瑞慶豐年」最
後大會於 5 點結
協會理事長 PDG Kambo
束活動。

3520 地區 RYE 學生表演迎賓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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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典禮大合照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 41 週年暨
2016-17 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
扶輪服務人類
只要草木繼續綠化一日，河流繼續流下一日，扶輪也將遵崇其理想，
其服務的理想一日――保羅‧哈理斯
扶輪的創始人保羅‧哈理斯說：「扶輪的
首要服務在造人」。本會以「基於扶輪服務精
神，鼓勵及培養國內外優秀青年，促進國際間
之友誼及瞭解」為宗旨，目前辦理會務包括：
一：頒發國內碩士班、博士班在學優秀青年獎
學金，為國育才；二：頒發「台灣扶輪大使」
獎學金，鼓勵國外來台留學，促進國際間之友
誼及瞭解；三：獎勵在教育、文化、研究及發
明等領域，表現「特殊之人才」，四：表揚在
教育、文化、研究及發明等領域有傑出奉獻，
且熱心公益之人士所頒發的「台灣扶輪公益
獎」等四項，及附設台灣扶輪圖書文物館：凝
聚扶輪光華，致力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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秉持扶輪服務精神，結合扶輪的力量，
籌募教育基金，深根台灣，友愛世界至今，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已經成為台灣扶輪服務人
類，傳播台灣扶輪愛心的橋樑。本年度續頒碩
士班、博士班在學研究生獎學金 206 名，獎助
國外來台留學之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2 名，及
「台灣扶輪公益獎」，與「特殊人才」獎各
一名。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立 41 週年暨 201617 年度獎學金頒獎典禮，於 2017 年 2 月 18
日 ( 星期六 ) 下午假新北市板橋區新北市政
府三樓多功能會議廳舉行，圓滿結束。感謝
3520 地區郭俊良總監 DG. D.K. 擔任籌備委員

會召集人，PDG. Tony 基金主委，及全體籌備
委員們不辭辛苦，負責今年大會籌備工作。
今年頒獎典禮除了應邀代表台灣扶輪社
友出席接受本基金會的感恩與敬禮的 PRIP.
Gary、RID. Frederick、PRID. Jackson 暨全體傑
出奉獻社友等貴賓外，其中有一位極為傑出之
士，他是現任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特聘
研究員兼主任李文雄院士也在座。李院士是今
日世界頂尖的演化生物學家，分子演化學的世
界權威，今年台灣扶輪公益獎的得獎者。茲感
佩他在科學研究及教育領域崇高的學術成就和
貢獻是台灣的榮耀，足堪年輕學子之表率，特
予表達台灣扶輪對他的敬意，同時邀請他擔任
今年頒獎典禮專題演講貴賓，希望藉著他「勇
於嘗試」的好榜樣，激勵各位受獎學生「見賢
思齊」，「有為者亦若是」，努力學問，為台
灣的學術奠基。
此外，尚有一位目前正在台北市中山女
中任教，台灣教育圈隨時開放教室第一人，國
內知名「學思達教學法」的創建者：張輝誠老
師，出席接受本會「特殊人才」表揚，我們非
常感謝教育部為我們舉薦這位在教育方面勇於
改變，為台灣教育付出傑出表現的特殊人才，
相信在他持續的努力之下，能夠看到台灣更好
的教育。
保羅‧哈理斯告訴我們說：在人類之間

或國家之間，並無太大的基本差異。沒有全好
的，也沒有全不好的，其最主要的禍害來源是
缺乏瞭解與誤解。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
本年度共有兩位台灣扶輪大使獎學生，及經由
各地區推薦，目前在國內就讀研究所的五名
國外優秀青年，共有七名分別來自烏克蘭、日
本、越南、及俄國等國家領取台灣扶輪獎學金
的外籍學生。他們不僅是台灣扶輪為促進國際
間之友誼及瞭解的服務對象，同時也是我們為
國內外優秀青年所建造友誼的橋樑。
誠如一位前受獎學生之感言：「如果要
我對這一筆獎學金下一個註解，它就是一種觸
媒，一種促使我更努力的進行研究，促使我開
始思考如何利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幫助身邊其
他的人。雖然，短時間內我不能像扶輪社友，
可以在經濟上提供他人幫助，但經過扶輪的教
育，我知道，我可以為社會做點什麼有意義的
事」。――對於台灣全體扶輪社友來說，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會具有與眾不同的意義，它不僅
是我們共同的社會志業，也是我們「播撒愛心
的種子，傳播扶輪愛心」的管道之一，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在衷心感謝全國同胞無私奉獻，
培養新世代的同時，願借扶輪創始人保羅‧哈
理斯的一句話來和大家共勉，那就是：「唯一
能能證明同胞的方法就是為同胞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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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扶輪服務 • 無遠弗屆
輪社友們從南
到 北， 從 東 到
西， 陸 續 報 到
進 場。 遠 從 中
南部及東部而
來 的 社 友 們，
不 辭 勞 苦， 搭
火 車、 搭 遊 覽
車 北 上， 就 是
要參加這場聯
合發表會的活
動， 因 為 這 些
第 12 屆直前理事長楊敏盛接受採訪
第 13 屆理事長張信接受採訪
成果展是代表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於 106 年 2
著扶輪人的榮耀。活動一開始就由 3520 地區
月 21 日 ( 星期二 ) 上午 11 時在台北市政府 2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的迎賓鼓陣「戰鼓齊鳴」
樓親子劇場舉辦「國際扶輪台灣七個地區暨國
節目拉開序幕，總統蔡英文女士因公務繁忙，
際 扶 輪 台 灣 總 會 2016不克出席，致贈花藍
17 年度服務計畫成果聯
一對，祝活動圓滿成
合發表會」，在連續好
功。中央政府立法院
幾個月的展覽策劃與活
秘書長林志嘉、內政
動執行下，終於在當天
部政務次長花敬群、
完美的呈現了七個地區
台北市副市長陳景
的服務成果，也令到場
峻、台北市議員周柏
的政府機關單位代表及
雅、立法委員吳思瑤
扶輪社友們留下深刻的
皆一一上台致詞表示
印象。
內政部傑出服務獎狀
對全台灣的扶輪社員
親子劇場走廊的
的服務精神與無怨的付出致上最高的敬意與感
牆上佈滿了七個地區與
謝。內政部政務次長花敬群特別於本次活動頒
台灣總會的服務成果
贈七地區總監及總會「公益服務獎」，感謝扶
展板，宛如這一年來所
輪為社會無私的付出。
有的服務計畫的縮影，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這兩年來結合原住民
2014-2016 原住民部落 形 成 了 一 幅 美 麗 的 畫
族委員會從事執行全台「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
文康站修繕工程海報
面。 當 天 下 午 1 時 30
站」修繕計畫，其目的是「以原鄉文化來關懷
分，全台七個地區的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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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手、蹲式便器改為座式便器、廚
房設置防滑地磚、廚房設備改善、
燈光照明設備改善、無障礙斜坡等
設施施工，預防部落長者跌倒或
發生事故傷害，為打造健康站成為
適合長者日間活動的安全環境而努
力。其中又以建蓋了「苗栗縣南庄
鄉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兩層樓建
築樓房並捐贈給苗栗縣政府為最顯
著的捐獻與服務。這計畫投入的總
金額為 2500 萬，是台灣扶輪多年
來最大規模的跨地區聯合服務。
2016-17 年度七個地區總監公益服務 獎
狀，從偏鄉遠距教學、醫療車或復康巴士捐
贈、肝病防治計畫、惜食台灣行動、幸福小學
堂――弱勢家庭兒童寒暑假課輔班…等，扶輪
服務觸角遍及全台與海外，扶輪社友們的「超
我服務」「Service Above Self」精神，可敬可
佩。感謝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籍此
活動讓更多社會大眾了解扶輪公益服務與無私
奉獻，吸引更多人投入公益事業。

活動盛況

部落老人、落實在地深耕及在地健康老化」為
宗旨。在台灣總會號召下，動員了七個地區、
上百個扶輪社，足跡踏遍全台 120 個部落文化
健康站，秉持扶輪三出精神「出人、出錢、出
時間」，即使原鄉部落再高再遠也阻止不了扶
輪關懷及服務的熱忱。計畫目標即是為改善部
落文化健康站的設施設備，如：廁所空間加裝

台灣 7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6 年 1 月底
資料來源：各地區總監辦事處
社數
地區

2016 年
7月1日
扶輪社

社員人數
2016 年
1 月 31 日

衛星社

扶輪社

2016 年
7月1日

衛星社

扶輪社

2016 年
1 月 31 日

衛星社

扶輪社

衛星社

3460

108

-

110

-

4,948

-

5,536

-

3470

58

-

58

14

2,252

-

2,510

364

3480

130

29

132

29

4,377

408

4,479

351

3490

88

1

88

1

5,045

28

5,337

30

3500

129

82

131

41

4,441

1,463

5,613

541

3510

87

18

88

33

3,695

417

2,983

623

3520

150

19

158

20

5,943

211

5,963

244

總計

750

149

765

138

30,701

2,527

32,421

2,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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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第十三屆 理事、監事、顧問 名表
理 事 長
直前理事長
名譽理事長
副理事長
顧
問

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
理

事

監

事

秘 書 長
財 務 長
副秘書長
候補理事

候補監事

張 信 PDG Letter
楊敏盛 PDG Knife
康義勝 PDG Kambo
李翼文 PDG Color
黃其光 PRIP Gary
林修銘 RID Frederick
賴崇賢 PDG Right
洪學樑 PDG Carbon
郭道明 PDG Trading
張勝鑑 PDG Mirror
張吉雄 PDG Joe
何黎星 PDG Star
邱秋林 PDG Computer
許國文 PDG Surgeon
陳弘修 PDG ENT
張瑞欽 PDG Plastic
郭肇盈 PDG Design
劉昭惠 PDG Music
謝明憲 DGE Ortho
黃慶淵 PDG Kent
呂錦美 PDG May
陳世霖 DGN Road Jr.
謝漢池 DGE Beadhouse
陳順從 PDG TV
周信利 PP ISO
朱秋龍 PDG Porite
趙世光 DGE Archi
鄧錤雙 PDG CS
郭俊良 DG DK
廖文達 DG Kevin
李金坤 PP Bright
張宏明 PDG Tony
陳吉輝 PP Road
賴正時 PDG Victor
周信利 PP ISO
林若如 CP Likeness
李聖良 PP Lee

D3490 三
重
D3500 桃
園
D3480 台北城中
D3520 台北首都
D3480 台
北
D3520 台北同德
D3480 台北西區
D3490 板
橋
D3490 板橋東區
D3500 中
壢
D3520 台北北區
D3460 員
林
D3480 翡
翠
D3490 羅東西區
D3500 八
德
D3510 高雄西區
D3480 台北西門
D3460 台中中央
D3462 田 中
D3470 佳
里
D3480 台北芙蓉
D3482 台北城南
D3490 羅東西區
D3490 花
蓮
D3490 三
重
D3500 竹
南
D3502 桃園武陵
D3510 屏東南區
D3520 台北西南
D3480 台北民權
D3490 三重東區
D3500 新竹西北
D3520 台北仁愛
D3490 板
橋
D3490 三
重
D3490 花蓮新荷
D3470 佳
里

簡坤鈺 PE Kenye
謝水源 PP Stanley
顏文澤 PP Fred
吳保同 PP Yoko
李貴發 PP GM

D3490
D3480
D3520
D3490
D3490

北大光榮
台北城中
台北士林
五
工
礁
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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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賴正成 PDG Wood
林照雄 PDG Set
謝三連 PRID Jackson
林士珍 PDG Micro
姚啟甲 RC Kega
林榮吉 PDG Kamaboko
許勝傑 PDG Archi
洪武男 PDG Ceramic

D3460
D3510
D3520
D3460
D3490
D3490
D3500
D3500

台中北區
屏東東區
台北東昇
台
中
蘆
洲
基隆東南
桃
園
新
竹

陳福振 PDG Bill
林鑾鳳 PDG Naomi
林華清 PDG Geroge
陳茂仁 PDG Tony
李芳裕 PDG Medichem

D3460
D3480
D3500
D3520
D3460

豐原西南
台北百合
中
壢
台北南德
大甲北區

邱世文 PDG Dental
沈登贊 DGN Today
許章賢 PDG Medicare
劉思楨 DGE Skin
謝木土 DG Concrete
張秋海 PP Audio
陳柏峰 PP Bearing
劉啟田 PDG Surgeon
林黃彰 PDG Johnson
李素鳳 DG Charming
蔡堡鐺 PDG Gas
吳昌威 PP Peter
林慶明 PDG Young
涂百洲 PDG OBS
王仁孚 PDG Robert
李博信 PP Marine

D3460
D3462
D3480
D3482
D3490
D3490
D3490
D3500
D3500
D3510
D3510
D3520
D3490
D3500
D3510
D3520

豐
原
台中西南
台北大同
台北朝陽
基隆東南
五
工
蘆
洲
楊
梅
桃園景福
高雄木棉
鳳山南區
台北東昇
花蓮港區
桃園西區
高雄北區
台北中山

、 葉庚進 PP Dragon

D3490 板橋北區

、 丁玉山 PP Davie
、 劉金福 CP Newman

D3480 台北大安
D3500 桃園大興

、 楊祖穎 PDG TY

D3500 桃園東區

有一天我也會老

台中中州社
林遠宏 CP Medico

攝 護 腺 肥 大（Benign Prostatic
Hypertrophy，簡稱 BPH）是中老年人很常見
的 疾 病。 據 統 計，50-60 歲 的 男 性 大 約 50%
在組織病理學上都會出現攝護腺肥大的變
化，其中約 50% 臨床上會有症狀；75 歲的男
人一半以上都會有症狀，年紀越大，比例越
高，直到 85 歲，90% 都有這方面的困擾。
攝護腺是位於膀胱頸下方之尿道四周的
堅硬腺體。攝護腺一肥大，直接壓迫尿道，
會引起排尿困難、尿完滴滴答答、排尿時間
延長、尿流量變小等阻塞性的症狀；再者，
壓 迫 到 附 近 的 排 尿 肌， 也 會 引 起 頻 尿、 夜
尿、急迫性尿失禁等刺激性的症狀。總之，
就是尿路無法順暢。
攝護腺肥大是屬於良性（Benign）的疾
病。 換 言 之， 病 人 並 沒 有 因 為 攝 護 腺 的 肥
大，而使得罹患攝護腺癌的機率升高，只要
不造成生活上的困擾，大都可以不用治療。
內科治療一般都是使用交感神經遮斷劑，來
降 低 排 尿 肌 的 張 力， 以 減 輕 排 尿 窘 迫 的 困
擾。但在用藥前先要抽血檢查攝護腺癌指數
（PSA）、肛門指檢或超音波檢查，以排除惡

性腫瘤的可能。雖然也有藥物可以縮小攝護
腺的體積，但效果不是很明顯，使用並不普
遍。無可否認，攝護腺繼續肥大，總有一天
尿道會被壓迫到排不出尿，最後當然非開刀
刮除不可。但事實上那種情形並不多見，通
常只要生活多加調適，並每天按時服藥，大
概都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50 出頭，這種老男人的毛病就漸漸如影
隨形地跟在我身旁，算算也已經與它周旋了
十多年。久病成良醫，十多年來我慢慢摸索
出一套應對之道，雖無法完全免除生活上的
不便，倒也還能與它共存，相安無事。念及
普天之下的男性終有一天都會遇到同樣的困
擾，我願略述一二，供作借鏡。
長年來我逆來順受，每天認份地吃藥，
也盡量調適生活作息，以配合症狀之所需。
不管有沒有尿意，許多場合我會叮嚀自己多
上 廁 所， 只 要 我 不 怕 麻 煩， 頻 尿 又 能 奈 我
何？再者，我將「解放」當成是一種享受，
告訴自己上廁所要放鬆心情，盡情地享受。
攝護腺肥大的病人由於排尿肌張力過高，因
而無法尿暢其流。心情越緊張，排尿肌的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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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就越強，兩相較勁，最後就會困在小便斗
前 不 知 如 何 是 好？ 如 果 後 頭 又 排 了 一 大 堆
人，一再催促，更是令人驚慌失措，滴尿不
流。處在這種困境中，最好的辦法就是橫下
心來，視左右為無物，瀟灑地享受解放之樂。
有 一 則 禪 僧 的 故 事： 嚴 寒 下 兩 位 師 兄
弟來到一處荒郊野外的破廟掛單。半夜師兄
尿急，就在破廟的廊下就地方便。師弟不以
為然地叱責：「身為佛家弟子，竟然就在佛
堂 聖 地 屙 尿， 真 是 大 不 敬！」 師 兄 不 以 為
忤，諄諄開導：「師弟呀！即心即佛，佛在
那裡？佛就在我心。餓了吃飯，睏了睡覺，
急了屙尿，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何等神
聖，怠忽不得，這就是「道」。古云：『道也
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佛就是
道，道就是佛，你說這裡有佛，屙不得，你
能否告訴我何處無佛？我就到那裡去屙！」
說 的 也 是， 舉 頭 三 尺 有 神 明， 隨 處 都 有 佛
在，何處無佛？更何況天寒地凍，破廟裡又
沒有茅坑，屙尿這等聖事更是刻不容緩，怎
能不就地解放？師兄的一番話，聽得師弟啞
口無言。
尿急真的是一刻也怠忽不得，就算在熟
睡中也不能不起床。不少老人爬上爬下，一
個晚上要起來三四次，幾乎整夜不得安眠。
通常入夜後我就盡量少喝水，睡前我也會督
促自己再上一次廁所，吃完藥後躺上床，稍
稍有點睡意，我會再光顧一次，讓膀胱空無
滴尿。如此不厭其煩的睡前作業，半夜幾乎
就可以不用起床。
尿 急 最 怕 就 是 找 不 到 廁 所。 出 門 旅 遊
我不喜歡搭巴士，尤其是喝過啤酒再上車，
真的是自討苦吃。最近朋友推薦一種來自日
本的尿袋「攜帶トイレ」，這個名字取得相
當貼切，真的就像是攜帶式的廁所。它是一
只長型的塑膠袋，容量可達近千㏄，上頭附
有一個硬質的塑膠開口，開口下方有一道封
口夾，袋內附有一包藥劑，可以讓解入的尿
液很快就會凝固，而且聞不出味道。這種尿
袋摺起來不佔空間，可以隨身攜帶，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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悄悄地坐在車內就可以使用，方便又兼顧人
性，有備無患。
在門診病患中，偶爾會遇到一兩位老人
全身滿是尿騷味，過去我或許會在心裡頭嘀
咕：「這老人怎麼會這麼邋遢！」爾來，每
每會思及老人難免都會患有攝護腺肥大、糖
尿病、高血壓、巴金森氏病等慢性疾病，行
動無法自如，兒女也大都不在身邊，萬一遇
到急迫性尿失禁，自己又無法自理，也只能
任由濕臭纏身，這豈是他自己所樂見？人與
人之間能多一份同理心，自然而然就不忍去
苛責別人。
多了這份同理心，我也因而對一些公廁的
小便斗前所貼的標語有所感觸。這些標語原本
並無惡意，只是希望使用者能高抬貴腳向前挪
動一步，以免滴得滿地污穢。無可否認，這是
很好的生活教育，教導大家要有公德心，不要
只顧自己的方便；只可惜，貼標語的同時，似
乎沒有兼顧到老年人的感受。有句台灣俚語：
「少年人放尿漩過溝，老伙仔放尿滴鞋頭。」
年輕人膀胱有力，解起小便強而有力，一氣呵
成，除非是故意，否則要想滴到小便斗外也
難！老年人垂垂滴落，欲振乏力，想不滴到小
便斗外更難，他是不能也，非不為也！結果，
這樣的標語對年輕人起不了作用，反而在無意
間傷了老年人的心。
台灣的人口結構不斷在變，出生率年年
降低，老年人口卻一直往上攀升，老年化社
會已焉然成形。令人擔憂的是生存競爭日漸
加劇，爾後年輕人有可能自顧都已不暇，更
遑論能有餘力兼顧到老年人的安養。面對這
種可以想見的未來，老少都該有所體認，宜
應未雨綢繆。老年人當務之急就是要為自己
預留一筆老本；有了足夠的錢才能找到一家
好的養老院，也才能很有尊嚴地安享餘年。
年輕人就算力有不逮，無法做到「有酒食，
先生饌」的孝養，起碼對老人的應對上也要
有同理心，想想「有一天我也會老」；能夠
這樣反躬自問，凡事也就會多考慮到老年人
的感受。

故前總監李超然 Chao
在年終報告中說他「乏善可陳」
真太謙虛過分了
文

本會業務顧問尹彤

1982-83 年度，台北西區社社友李超
然 Chao 擔任 345 區總監，他要服務香港，
澳 門 21 個 扶 輪 社， 台 灣 北 部 49 個 扶 輪
社；凡社長當選人訓練會，社務講習會，
都要在香港，台灣分別舉行；公式訪問香
港，澳門，臺灣 3 地 70 個扶輪社都要親自
出席，主持，一個都不能漏掉，加上幾個大社
的授證紀念，他必須台港兩地飛來飛去，臺灣
北部到處奔波，倍極辛勞，但他甘之如飴，單
就這些服務活動就可大書特書，因而，他在年
終報告中說「乏善可陳」真是太過謙虛，絕非
如此。
李 超 然 對 扶 輪 規 章 研 究 甚 為 深 入， 他 隨
身帶的程序手冊，因過度翻閱已陳舊不堪。他
解釋扶輪議題都可說出依據來源；與他討論扶
輪，他興致一來總會忘掉應該結束的時間。他
認為扶輪社友是各行各業的領袖菁英，為了維
護職業尊嚴，樹立扶輪優良印象，他倡導出席
扶輪例會與正式會議，社員必須穿西裝，打領
帶凸顯彬彬有禮的君子風範；他倡導扶輪例會
中全體社員高唱「演講貴賓，我們歡迎你！」
扶輪歌以示禮貌，讓他們感到無上光榮，終生
難忘，這也是他打造扶輪形象，發揮敬人者，
人亦敬之古訓的作法。聽說他輔導成立的台北
西門扶輪社在例會中仍沿用這樣的傳統，Chao
在天之靈一定歡喜萬分，欣慰有加。
1982 年 1 月 Chao 出 席 美 國 田 納 西 州 Bog
Raton 國際講習會時，應邀在星期日的聯合宗教
禮拜中講道，他以「己所不欲，勿施與人」的
中國古訓，分享作為人的基本修養，講習會以 7
種不同語言即時翻譯傳達，與會者個個受到感
動，會後 20 多名日本地區總監當選人在會場門
口紛紛向他表達受益良多，衷心感激。他上任
區總監不久，獲悉國際扶輪理事會有人提議在

中國大陸試設扶輪社，他立即飛去美國伊文斯敦
國際扶輪總部向社長向笠廣次與秘書長皮克曼嚴
肅說明中國大陸沒有人權，如果試設扶輪社，世
人會誤解中國大陸已有人權，後果堪虞。向笠廣
次把他的意見轉給理事會，經認真討論決定暫時
擱置此一提議。近年中國大陸已有多處設
立扶輪社組織，但僅准持有外國護照人士
可以參加，以聯誼方式集會。
1983 年 3 月 Chao 出席了在馬尼拉召
開的亞洲第 4 地帶扶輪研習會，為了落實
是年向笠廣次社長「天下一家」服務主
題，他說服了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台
灣的扶輪領導人設立了 5 個國家間善行委員會
(Inter-country goodwill conference) 相 互 支 援 3-H
防飢，保健，人道計畫，Chao 發動台灣扶輪支
援菲律賓扶輪辦理的根除小兒痲痹保健計畫，獲
得台灣大批捐款成功達成，國際扶輪為此信心大
增，決定於 1987 年起辦理全球根除小兒痲痹計
畫，經過近 30 年的投入心血，花費總共 17 億美
元，此一計畫，目前已只差一步之遙，成功在望
的最後打拼，期望不久就能聽到根除全球小兒痲
痹全部達成的驚世佳音。
1983 年 6 月底的 Chao 總監任期屆滿，功成
身退，他又立刻被選出任扶輪出版委員會主委，
70，80 年代台灣扶輪日益壯大，扶輪知識需求
升高，扶輪季刊每 3 個月發行已不能滿足社友及
時追求扶輪知識的需要，Chao 與擔任季刊主編
的台北社周聯華社友有鑑於此，費心耗時把出版
20 多年的扶輪季刊，在 1983 年 7 月起改為扶輪
雙月刊。此一任務達成，皆大歡喜，由於周聯華
主編出力最多，奉獻最大，他不但達成出版雙月
刊的任務，也奠定了 1991 年把雙月刊改為月刊
的基礎。Chao 為感謝他的力拼功勞，特地為他
捐款成為保羅‧哈理斯之友。
Chao 在 1982-83 年度總監任內成立了 9 個
新社，台灣 8 個，香港 1 個，勸募捐獻扶輪基金
會 248,646 美元，345 區共有 247 名社友與寶眷
榮獲保羅‧哈理斯之友獎章，他在年終報告中說
「乏善可陳」，真太謙虛過分了。他的功績為
人，迄今感念追憶猶留存內心深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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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被偏鄉 35 載歲月──

助產士張詹阿甘的故事
台北中山社

從前醫療設施尚
未臻完善的時代，孕婦
的生產乃是生命安危的
大事，而肩負接生的重
責大任就是當時俗稱
產婆的助產士。本月份
適逢「母親及兒童健康
月」，使我想起一位在
偏遠山區拯救無數產婦
的偉大助產士――張詹
荳蔻年華的詹氏阿甘
阿甘女士。
她於日治時期的 1911 年出生於漢番交界
之卓蘭鄉的殷實農家，生來就具有客家傳統女
性之爽朗堅忍的個性。當時卓蘭山區的番社尚
未完全漢化，因此她在幼年時期還曾目睹原住
民出草的狀況，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她從卓蘭公學校畢業後的一段時間，曾留
在家裡協助農事。在農忙之餘也注意到鄉間的
醫療制度及生產教育尚未健全，加上保守的傳
統思想，使得正規的產婦人科醫院，很難發揮
其功能，致使分娩成為產婦面對生死的關頭。

母校――卓蘭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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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鄉下地方助產婦不足，詹氏乃於 22 歲時
毅然離鄉北上，報考名醫張文伴所開設的蓬萊
助產婦講習所，接受嚴格的培訓。修業期滿
後，她順利的通過官方的資格考試，於取得助
產婦執照後，即束裝返鄉服務。
由於當時的孕婦還沒有產前檢查的觀念，
因此都以傳統的方式來「安胎」，即使當時的
衛生機構很努力的推廣婦嬰護理觀念，但是囿
於助產婦之不足，因此成效不大。詹氏乃勤奮
地奔走於卓蘭、東勢鄉間的山地村落，努力宣
導公共衛生觀念及基本的醫療常識。

早期的產婦人科醫院

直到 24 歲時才與神岡望族張耀鐘結婚，
未幾先生即赴日本福岡大學專攻齒醫學，返國
後於東勢開設耀鐘齒科醫院服務鄉梓。當時
的鄉民並不重視牙齒的保健治療，因此診所的
的收入並不理想，詹氏乃繼續擔任接生工作以
貼補家用。當時一般的助產婦都不太願意到山
地聚落服務，然而年紀輕輕的詹氏仍然不顧安
危，經常在交通不便的情況下，翻山越嶺的徒
步前往偏遠山區接生，甚至徹夜無法休眠。在
如此艱困的環境下，十幾年來她堅毅不屈的盡

騎自行車往診的助產婦

心為山地鄉民服務，而成為當地婦女之精神支
柱，廣受敬愛。
1945 年太平洋戰爭結束，「助產婦」的
名稱正式改為「助產士」。張詹女士則一如往
常般的奔波於其繁忙的工作。迄 1956 年應聘
於石岡鄉衛生所，方才獲得一部自行車得以代
步往診。四年後奉調和平鄉衛生所，這時她就
得必須每天清晨搭一個多小時的公車，從東勢
前往任所。和平鄉是地處偏遠的原住民山區，
鄉民散居於各小部落，交通極其不便，甚至有
些聚落連自行車都無法進入，只能跋山涉水，
徒步於崎嶇的山中小徑。在此環境下，她仍然
堅忍不拔的悉心為山地婦孺教導衛生保健的知

卓蘭山區現況

識、產前檢查的觀念，以及
幼兒哺乳的方法等等，使得
位處台中邊陲的和平鄉民深
受其惠。直到 1971 年才屆齡
申請退休，她從青春年華的
時代，迄告老引退長達 35 年
的積極奉獻，對山地部落的
公共衛生及保健教育，貢獻
極大，不但獲得原住民的愛
戴，也是我們社會的典範。
其夫張耀鐘牙醫師於
1980 年代以 77 歲高齡去世。
由於她在公私兩忙之間，仍
然持家有道，教子有方，五
位子嗣也均接受高等教育，
各有成就 ( 註一 )，因此榮膺台中縣及全國模
範母親的表彰。在他 90 歲的晚年，仍然耳聰
目明，身心健朗。並於社區大學習英文、音
樂、勤練太極拳、元極舞及槌球等。

詹阿甘的恩師――培育無數台灣助
產婦的張文伴醫師

筆者在 2000 年擔任助理總監時，曾經聯
合分區八社舉辦了「跨時代的世紀風華」資深
職業婦女表揚大會。當時我曾親自前往東勢採
訪張詹女士，可惜她後來謙辭受獎，乃遺珠之
憾，至今仍然令我耿耿於懷。她以一介平民，
卻成就了人間的大事，這些真正感人的事蹟，
總是隱藏於民間，因此我覺得她的故事不容埋
沒，故特藉此披露，與各位讀者們分享。
註一：張詹女士之五位兒子，在各界都
各有成就，其中三子張隆盛曾任內政部次長，
四子張茂生克紹箕裘擔任牙醫師，接掌牙科診
所，並曾任東勢扶輪社 1985-86 年度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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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不一樣的路‧做不容易的事：素描 PDG David 胡俊弘
幸運所需要的美德是節制，而逆境所需要的美德是堅忍。
――費‧培根
台北中城網路社
低 調、 感 性，
就喜歡蔡琴的學者總
監 PDG David 說 他
個人實在平淡，只是
走過的路較長或較多
一點而己。他很欣賞
蔡琴，喜歡她的歌聲
以及說話的口氣「我
喜歡看電影，更喜歡
看 電 影 頒 獎 典 禮，
因為得獎人都會感謝每一位幫過忙的人，尤其
是那些可能一輩子名字都不會被提到的幕後英
雄」。David 說「擔任總監那一年，時間實在
不夠用，感謝許多熱心扶輪伙伴們熱誠參與和
幫忙，才得以做好總監的工作，還維持職業服
務的工作。」他感謝所有前輩 PDG 們的經驗
指導；感恩 PDG Right 和已故 PDG C.T 對他
這個菜鳥總監不厭煩的指引。又特別敬佩兩位
醫師前總監 PDG Kambo 的雄才大略、組織動
能和前瞻眼光，PDG John 的堅韌不拔、舉重
若輕和高超的品酒魅力。PDG David 自認：當
年如果要選舉，他一定不能當選為總監。稱讚
繼任的幾位總監，風度好、氣度大，每位都很
努力、好賣力！成績斐然！
PDG David 自許為扶輪大家庭以及醫療團
隊的一員，願與大家分享以下想法：
一、End Polio 計畫是扶輪史上重要的一
頁，然而下一個 target 是什麼？
二、近十數年，國人對定期健檢和早期發
現診斷已有相當正確觀念。資訊取得方便，對
各種健康問題及疾病的認知十分普遍，但建議
和專業醫療團隊討論溝通。網路資訊的正確性
應更嚴謹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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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談健保，先借用英國首相邱吉爾名
言：「民主並不完美，但和其他已經試驗過的
制度相比，它已是最好的。」全民健保並不完
美，而且問題層出不息，然而它是我國近年一
項堪稱傲世的施政。咱們不談政策以及實施面
各種高層次的大課題，僅就使用者和提供者的
角度，幾點分享：
( 一 ) 都會區民眾看病十分方便，卻宜節制，
有很多病不是三天藥就可痊癒，多點耐
心，多和醫療提供者溝通。
( 二 ) 醫療提供者，也應多回顧醫療的核心價
值，多些問診。機器及血液檢查固然重
要，但不是全靠機器和數字。
( 三 )「全人醫療」的核心觀念 -「人」而非只
看「病」；看「整體」而不是只看一個
器官。
( 四 ) 急診擁擠的現象，值得省思，尤其是在
都會區。
四、近十數年，台灣教育界、醫療界有個共同
現象：「評鑑」特多，引用最近常聽到的
話：「請把時間留給病人」、「請多留點
時間給學生」，反映的是數不盡的“paper
work”給教育者和醫療提供者的負荷。
五、食安正如少子化，是國安層次的課題，吾
等扶輪人只能關心而已嗎？積極發掘我們
可以切入的服務空間，或許是扶輪服務社
會的新方向。
六、台灣社會群體的心理健康，需要的正能量
有自宗教…，扶輪運動不也是稍盡棉薄？
共勉之！

年少輕狂的戰地記者夢
一 生 行 事 被 記 者 喻 為 戰 略 高 手 的 PDG

David， 高 中 時， 時 值 823 炮 戰，
又讀了些海明烕以及邱吉爾等戰地
文學，年少輕狂的浪漫情懷想要當
戰地記者。預官海軍在馬袓前線經
歷「單打雙不打」的砲戰。
David 認為自己和家裡小孩們
的成長背景都很幸運。「胡耳鼻咽
喉科醫院」在漢口街 2 層樓 3 個店
面， 是 一 所 日 治 時 代 的 醫 院， 病
房、 開 刀 房 一 應 俱 全。 童 年 印 象
中，一大半病房住的都是親戚的小
孩，北上唸書，食宿都在 David 家
裡。胡水旺博士對貧困和弱勢的關
懷照護讓 David 印象深刻。因而有
以下對父親的描述：出身平凡，大處著眼，有
遠見、毅力和智慧，願意挺身奉獻個人資源。
David 關 注 underprivileged 或 less privileged 的
人們，應該也是源自幼年的教養。

美歐歷練和啟發
「來來來，上台大，去去去，去美國…」
David 半開玩笑地說「我沒上台大，但也隨著
當年熱潮奔向美國，待了二十三年…」。
The Road less travelled，選擇較少人走的
路，是否或許能開創不一樣的前景？以美國詩
人 Robert Frost 羅伯特•佛羅斯特的 The Road
Not Taken「無人走過的路」，詮釋心境。說
明他為何選擇當年在台灣冷門的皮膚科。雖然
大部分同時代醫學生都選擇「四大科」―― 外
科，內科，產科 婦科和兒科。當年在美國
皮膚科非常熱門。David 是台灣第一位進入有
「醫學的麥加（Medical Mecca）」之稱的醫學
中心梅育診所（Mayo Clinic），」當皮膚科住
院醫師和研究員。梅育的「團隊合作」和「病
人為中心」的風格，成為 David 醫學生涯奉行
不渝的指南。
David 喜歡皮膚科，因為它提供包括內科
和外科的臨床服務。梅育診所的歷練是最有成
果和愉快的學習經驗。看到來自全美和世界的
患者。每天晨會強調觀察和解決皮膚問題的技

能，顯微鏡旁的教學，提供了皮膚病理學的
深度訓練。明尼蘇達州寒冷多雪的氣候是一個
挑戰，但在梅育診所愉快的學習經驗，確實是
促使 David 日後成就的重要因素。親臨入門吸
收梅育診所及其創始人――Mayo Brothers 的
精隨，才是真正激勵了 David。這個經歷超越
皮膚科的學習。梅育兄弟創立了―― Group
Practice，並發展成為卓越的醫學中心。更令
人敬佩的是：梅育兄弟將私人產業轉型為世界
級的公共機構。核心價值是「病人優先」和
「團隊合作」。
梅育四年歷練，接著轉到克里夫蘭的凱
斯 西 儲 大 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醫學院任教行醫。1979 年受邀到史丹佛大學
服務。史大十二年讓他親自體驗到名校的風
格，矽谷的蓬勃朝氣，以及史大創辦成長的歷
程啟發尤深。1990 年難得有半年「教授休假
(Sabbatical)」的機會，他到日內瓦大學當客座
教授。

九十年代新跑道
1990 年春夏之交，正在日內瓦渡著湖光
山色的瑞士莎芭蒂克 (Sabbatical)「教授休假
期」，David 接到徵召，回台工作。離開史丹
佛大學，義無反顧地投入當年資源不足、低潮
時期、急需重整的北醫，開啟了北醫再造的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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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回顧北醫歷史：北醫創校初期十年蓬勃發
展，第二個十年發生「學籍案」，當局表示只
要募來的錢是用在建校，沒有問題，並對外界
有意併占北醫，明示應尊重私人興學的艱辛。
胡水旺博士 189 天牢獄之災得以平反。第三
個十年雖然胡水旺博士很努力，但北醫似仍
原地踏步。1990 年 11 月 DavId 接任校長，提
出「10 年升格為大學」為北醫復興的目標。
北醫校長 12 年的耕耘，2000 年，北醫如期升
格為台北醫學大學。1996 年力主並爭取到公
辦民營萬芳醫院，北醫如獲重生，開啟了新
的扉頁。十年後，北醫以 BOT 方式創立了雙
和醫院。國內第一所醫學人文研究所，也是
David 為北醫創下的新猷。「在醫學院導進
人文研究單位」，這個工作 David 花了十年
整 合 推 動。2003-06 年 David 擔
任所長，課程與發展方向涵蓋音
樂藝術治療、醫療社會學、醫學
史、文學與美學等。
當 北 醫 升 格 為 醫 學 大 學，
David 即宣示下一個目標「十年將
北醫進入國際學術版圖！(Put TMU
on the map)」。2006 年 David 自北
醫專職提早引退，在台北東區開了
一個小診所，專心服務病人。大
學校長開個小診所也讓很多人跌
破眼鏡。David 說「人家美國總統
卸任後不是也常回到本行！」。
積極參與皮膚科醫學會，擔任兩
屆理事長，任內大力推動每年兩次年會，都同
時合辦至少一場國際性研討會。2011 年，他
榮獲 The International League of Dermatological
Societies(ILDS) 的國際理事，在這個歷史悠久
以歐美人士為主的國際組織，David 是第一位
台灣人進入理事會。
扶輪活動是 David 回台後的另一個重要經
驗。卸任北醫校長後，在 2005-06 年度擔任台
北西區社社長，2011-12 年度的 3480 地區總監
是另一個重要任務。環顧 David 總監的特點：

88 臺灣扶輪 2017.4

一、增設地區「執行副秘書長」三位
歷年地區有祕書長以及許多位卸任的助理
總監為副秘書長。3480 地區其實已超過一百
個社，事務繁多，三位執行副秘書長可分擔秘
書長繁重的工作。
二、首創「扶輪高峰論壇」
David 認為扶輪服務也應關注社會議題。
以「台灣小、大世界，放眼新世代未來」為
題，開啟 3480 地區年年舉辦「國際扶輪高峰
論壇」的風氣。讓與會者聆聽來賓的經驗、分
享新觀念。2015-16 擔任高峰論壇貴賓，則將
3C 通訊產品譬喻成類固醇，他說兩者對於人
類生活都有革命性的突破，帶給人類許多正面
影響，但使用過度反而造成傷害。確實是醫生
本色！

三、社員成長
用心良苦創造「小而美社 」這個名詞，
鼓勵小型社聯合例會，同時發展各自特色。
當年，認為扶輪成長重點不在成立新社，而是
強化各社的體質。時隔五年，時空背景轉換，
PRIP Gary 登 上 國 際 舞 台， 台 灣 地 位 提 升，
David 調整想法：基於台灣扶輪長遠的目標，
成立新社與各社社友的成長，必須雙管齊下。
四、硬體建設
完成 PDG John 起頭在松山機場的「智慧

型圖書館」，為扶輪服務注入人文氣息――春
暉公園藝術牆是 2011-12 年度第十分區金龍社
及助理總監 Rambo 發起，以及地區五十個扶
輪社，共同在新北市三峽區大埔路捐贈「扶輪
公園」與藝術牆。將帶狀公園，供大眾休憩，
以響應 2011-12 年國際扶輪年度「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的主題。並將翁耀堂先生設計的作
品，以馬賽克拼貼圖案，呈現在公園的擋土牆
面上，完成一幅約 160 公尺的巨大藝術作品，
讓它融為台七乙線的一部分。
五、傳承與延續
幾個扶輪社出版書輯以及演講精華匯集成
冊，David 希望對社會有所幫助，所以，特別
設立「扶輪著作論述獎」加以鼓勵。包括台北
延平扶輪社有關鑑識科學的「見識鑑識」、西
門扶輪社「心靈講座及實踐專書」、艋舺扶輪
社「艋舺千帆再起」、雙連扶輪社社長 Long
以國際扶輪 3480 地區自行車隊為例之碩士論
文「服務創新策略在公益活動之應用」。以及
台北西區扶輪社助印扶輪知識小冊子等。
六、數百個公益服務計畫
設立執行副祕書長一職，確實發揮功能，
AG 們更是努力達成任務。重視「新世代服
務」，扶輪青年團、扶輪少年團、扶輪青年領
導訓練營以及地區青少年交換。各種助弱扶貧

的服務計畫、海外國際援助服務、扶輪和平與
文化講座、青年職業規劃與展望講座。主張多
社聯合力量辦活動，十社聯合舉辦「減碳愛地
球、永續新生活 」愛心園遊會活動。婦女節
關懷婦女活動、捐贈電動代步車。以及結合
3480 自行車隊「送書到原鄉，鐵騎傳溫暖」
活動，贈送圖書至偏遠部落等。
七、提出扶輪論述：「既古典又前瞻的扶輪
社」、「扶輪有如棒球隊」
在 3480 地區 2011-12 年度 3 場講習會中
提出「扶輪有如棒球隊」的觀點。他引述美
國棒球大聯盟主席，同時也是耶魯大學校長
的 Bart Giamatti，曾經說過的話：「擔任法學
院長時，自己定位為投手或捕手，得分的是打
擊手，是教師們。擔任大學校長時，還是投
（捕）手，得分的是各學院的院長們」。以此
引申，每個「扶輪社」和社長們是打擊手，得
分的是各社的社友和社長！扶輪海納百川，地
區推出大方向，地區和分區分層協助，發揮團
隊精神。謙虛地表示：地區總監是服務各扶輪
社和社友們的公僕。David 另一個說法，領導
其實就是服務。
八、David 在 2005-06 年當社長就想成立
網路社，他十分感謝他的前任 PDG John 的籌
備，3480 地區第一個 E Club――中城網路社
在 2011-12 年度終於誕生。David
並在總監任內啟動另一個網路社
的籌備。第二個網路社――台北
西區網路社也在 2012-13 年度成
立， 他 對 網 路 社 有 著 特 別 的 情
感――圓了成立網路社的心願，
意義非比尋常！
九、2015 年 5 月 David 擔
任 RI 社長代表，出席在北加州
Monterey 地區年會，該地區在矽
谷南方，曾出了一位 RI 社長。因
David 在史大待過，他們稱他是
" Our boy"，大有想跟 David 更親
近，自己人一家親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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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社活動輯要
3460 地區台中西北社

Guide 夫人蔣之敏

贊助社團法人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及社團法人台中巿生命線協會捐贈儀式
海倫凱勒曾說：「提燈的人，請將燈舉高，好照亮更多的人」
蘇雪梅女士百萬遺愛回饋社會的善舉，其中五十萬元由兒子 Start 許國忠，捐贈予台中西北社，
今天再由社長 Super 率社友及夫人捐
贈國際生命線台灣總會及台中市生
命線協會。在這殊勝感恩的捐贈儀
式，聽 Star 說起起心動念的因緣：
因夫人明佳在生命線當志工已三十
年，而自己從 2000 年加入西北扶輪
社，亦深感扶輪服務的精神，想藉
由西北扶輪社提燈的手發揮更大的
力量及高度，圓滿媽媽的懿德。
Super 社長也致詞表示：今年社
裡國際服務捐了八萬美金，協助台灣生命線總會發展雲端網際以擴展服務的範圍，去年任內與生命
線就有服務的連線。又說：生命線志工們都是無償付出，一天 24 小時全年無休，沒有一例一休的問
題，更無補假、加班費的困擾，真的非常令人感佩。
全國生命線 105 年協助案件就有一萬七千多件。有多少人在幽暗的低潮，藉由 1995：你救救我
千里一線，那高高提舉的明燈，渡過走過看向生命的希望。
Star 明佳夫婦的典範之行，如燈火明示，蘇雪梅女士之名，將留愛人間。紅塵有愛，五彩春光。

元宵女賓夕
不是什麼高超的舞技，但陣仗走勢舞繞一番，
滿堂喝采的驚艷，卻是久久，退不去的高潮。
舞衣、舞鞋、行頭整身到位，待閨紅衣，鮮亮
一身。臉上的彩妝，頭髮的梳擺都經高手幻化，靚
出全場，掌聲絕非虛得。
上星期六晚，14 位姊妹將苦練的燈籠舞，獻上
元宵鬧燈的喜悅。感謝這段日子，曾經的汗水及嘻
笑。感恩社長夫人美惠為我們打點提供了所有的一
切，我們只是出人而已，所以認真是一定要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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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0 地區員林中區社

陳近木

10 月 30 日我們在員林國小舉辦了一個社區
服務「扶輪盃桌球邀請賽」，共有 22 所學校，
約 200 位學童參加，經過一整天競爭激烈的賽
程，可說是盛況空前，最後終於選出優勝結果。
在社長 Design 領軍及服務計畫主委 Tube 精
心策劃，經過數月的努力，整合埔心桌協及員林
桌協的熱心人士，參與賽程編排及會場規劃，加
上本社社友熱心參與使本次社區活動能圓滿達
成目標，當然更要感謝總監 Joy 及秘書長
Carbon 的參與，使本次社區服務更加成功
更加精彩！
為提倡桌球運動，特別在比賽開幕式
頒發桌球獎助金每校 3,000 元，希望能讓
各校的桌球運動風氣能更加蓬勃發展，另
外依中高年級組別，頒發個人及團體冠、
亞、季軍及優勝獎獎盃及獎金，以鼓勵球
員們在運動場盡力發揮球技，展現努力不
懈的運動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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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0 地區嘉義東北社
授證 20 週年暨嘉義社、北社區、百合社聯合例會紀要
授證籌備會在主委 P.P Paper 及總幹事 PP Rogel 召開多次事前會議，決議訂在 106 年 1 月 12 日下
午 5 時假耐斯王子飯店 5F 阿里山廳舉辦授證 20 週
年慶典暨嘉義社、北區社、百合社聯合例會。
當 日 下 午 3 時 籌 備 會 總 幹 事 P.P Rogel、 秘 書
Power、社當 Design、司儀 P.P Tile 及 Bank，即到會
場彩排及會場佈置，同時社長、P.P Paper 及 IPP Eric
則至高鐵迎接日本鹿兒島出水扶輪社社友到耐斯王
子飯店。下午 5 時半註冊、聯誼開始，全體社友接
待來自全國東北兄弟社，還有遠道而來的日本出水
扶輪社、新北市土城社 Sumi 社友、嘉義縣市社長及
秘書、3470 地區總監 Jack 賢伉儷及總監團隊、嘉義市涂市長、李俊邑立委、社服公益團體及佳賓。
6 時例會開始，Ash 社長鳴鐘開會展開例會程序，社長致詞中感謝大家撥冗光臨本社授證 20 週
年慶典。並報告本社今年度各項工作概要。會中本社與日本出水社也簽約締結為友好社，在本社 Ash
社長、秘書 Power、國際主委 P.P Paper 與日本出水扶輪社會長吉原次夫、幹事杉本尚嘉、國際主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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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泰弘簽署下及新北土城 Sumi 監誓下完
成簽約儀式，正式成為友好社，也為本
社 20 年來跨出國際性第一步，希望二社
友誼能長長久久。接著社服公益團體單
位（捐血中心、協同中學、嘉義市博愛
之家、嘉義市後驛里、金潭國小）致贈
感謝狀於本社，感謝本社長期關懷慰問
及慷慨捐助。
會後餐敘席開 27 桌，晚會邀請薩克斯風蔡振智老師夫婦演奏多首動聽歌曲，在各社社友們觥籌
交錯中，扶輪友誼互相交流聯誼，為本社授證 20 週年畫下圓滿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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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台北芙蓉社
國際扶輪基金技術顧問 Cadre 參訪
在 2015-16 年，本社結合來自印度、斯里蘭
卡、香港、菲律賓及巴西五個地區的 9 個扶輪
社一起成功地申請到全球獎助金 GG #1530793
（167,500 美元，為期 4 年的防止 7-18 歲兒少毒
品濫用計畫。）從 2016 年 2 月到現在我們與合
作夥伴趕路的雁全人關懷協會已達成在 70 個學
校舉辦了 90 場「防止 7-18 歲兒少毒品濫用 3D
電影宣導活動」，參加學生人數達 17,925 人。
TRF 特別指派來自菲律賓的 Cadre Dr.Edwin
M.Gonzaga 於 12 月 8 號到台灣做三天的實地探訪。期間 Cadre Dr. Edwin M.Gonzaga 充分感受到這個
計畫推動的「愛與力量」！尤其探訪第二天來到位於瑞芳縣的瑞芳國中參加該校舉辦的 3D 行動電影
車宣導活動，當我們一下車走進學生活動中心就看到趕路的雁專業團隊帶著所有設備以迅雷不及掩耳
的速度架設完畢，本社社員發放給每位學生 3D 眼鏡及無線藍芽選擇傳輸按鈕進行影片觀賞來了解毒
品酒精及藥物對人體內部結構及心理得傷害；用環境音效模擬情境體驗感受然後說明藥頭如何用金錢
來控制並危害毒品上癮者…接下來在「做自己的主人單元」中立即使用無線藍芽互動式按鈕回答有趣
的問與答來驗收學生的吸收成效！最後由更生人現身分享自己用毒一時危害一生的可怕經驗，讓學生
們在未來面對毒品的重重挑戰誘惑時能夠堅定拒毒
反毒！
在探訪結束前的會議中 Dr. Edwin 給了這個計
畫很正面的認可及讚賞，除了從 300 名 7-8 年級學
生的學習成果分析中再次證明此 GG 是一個有完整
的實證資料證明其效果的偉大計畫外，他認為我們
有 GG leader-PP Jo 帶領的絕佳團隊及合作夥伴是
成功的重要關鍵！最後為能持續這個計畫我們也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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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預見的困難與挑戰進行討論做為後續的行動方案，也希望接下來能得到更多的扶輪社支持贊助在不
同學校播放此宣導電影。

?>/.?>/.?>/.?>/.?>/.?>/.?>/.?>/.?>/.?>/.?>

3480 地區台北永安社

蔡文精

扶輪服務奉獻精神從青少年菁英教育扎根成長
～分享台北永安扶輪社輔導籌備師大附中扶少團～
在 永 安 社 前 社 長 們 包 括 PP Danny，PP
Champion 及 PE John 等 社 友 們 的 熱 切 期 待 與
支持，加上多位社友都是台北市明星高中學校
「師大附中」的校友及社友 Handy 也曾擔任家
長會長，有感於扶輪服務及菁英教育對扶輪長
遠發展的重要性，前後經歷近四年多的努力，
除了大力贊助附中奧林匹亞競賽團隊經費外，
16-17 年年度計畫將師大附中扶少團列為永安社
今年重點工作項目，投入了 6、7 個月收集國際
扶輪扶少團宗旨、章程、年度計畫及相關成立所需資料等等，扶少團輔導主委 Aluminum 及明年秘書
Andy，（也是校友）大家齊心的努力和學校、學生們溝通及多次的說明會，順利地在十二月間完成
附中扶少成員報名。
附中扶少團籌備會，已經陸續參與貴格弱勢學童課後教育贊助案及 3480 地區扶少團聯合新年暨
耶誕晚會，特別感謝洪仁進校長、李啓龍主任們及組長等大力支持，期待未來師大附中扶少團，能秉
持扶輪服務奉獻精神在青少年菁英教育中日益茁壯成長，更希望未來師大附中扶少團成員們能像我們
3480 地區總監 DG Kevin 一樣，也是師大附中校友，能成為未來扶輪的領導人。
期待並祝福附中扶少團成員們能圓滿成功！

?>/.?>/.?>/.?>/.?>/.?>/.?>/.?>/.?>/.?>/.?>

3480 地區台北真善美社

莊麗芳

谷關博愛國小校園修繕計畫
本社在創社社長及歷屆社長的帶領下，連續
7 年對博愛國小提供學童運動服、球鞋、文具等
公益善行，我們一直是秉持著扶輪的座右銘服務
越多、獲益越大的超我服務精神及態度來從事社
會服務，這一次我們更是用心思考，如何能夠提
供偏鄉社區居民們實質的而且長效的公益貢獻，
以改善他們生活品質及居住環境為目標，也因為
連續七年來對博愛國小投注關愛更讓我們清楚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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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松鶴部落居民及孩子們的真正需求及欠缺，在
去年我尚未正式接任社長之前，我們敬愛的總監特
別代表 PP Stanley 就帶領著本社與古金益校長共同
研商校園環境改造計畫並有了初步的藍圖，這個校
園修繕計畫我們期許能夠達到四大目標。
一、為博愛國小師生們打造一個「武陵原裡的
讀書堂」，祈盼部落的孩子們也能在優質的環境學
習、成長、茁壯。
二、提供部落居民參與校園修繕工程的工作機
會，並帶動社區經濟的活絡。
三、借由煥然一新的美麗校園潛移默化孩子們對生活美學的提升，相對的也將影響到部落裡每一
個家庭的環境美化，讓松鶴部落成為真正的「德芙蘭」美麗的家園。
四、透過親力親為有意義的社會服務，讓社友產生共同的目標加深社友彼此的凝聚力。
106 年 2 月 24 日本社來到谷關博愛國小，舉行谷關博愛國小校園暨大門完工捐贈典禮，看到孩
子們因為校園的改變而寫出、畫出心目中美麗的校園，展現出博愛國小孩子們的可愛純真及無限潛
能，完成了這個計畫內心充滿著感動，能夠透過扶輪將社會的力量結合學校的力量，為我們偏鄉的孩
子們盡一份心力，我想這是所有扶輪人的使命及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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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台北福星社

盧玉茹

2016-17 年度社區服務活動
清水濕地環保農耕與學童食農教育計畫（三年計畫）暨傳愛慈善音樂會
為籌募翻轉金山清水濕地及學童食農教育計畫
經費，本社假國家音樂廳舉辦的「扶輪傳愛慈善音
樂會」於 2017 年 2 月 10 日圓滿落幕。社友們籌備
了一年的辛勞及賣票的過程，全在掌聲響起的最後
一幕化做永恆的回憶。
回顧活動前，縝密規劃的主軸、定調到演出內
容及旁白影片等，服務團隊及盛情贊助的各個演出
單位，本著傳遞這份對土地、對人的愛，放下不同
宗教信仰及唯我價值，利用假日及夜晚培養默契、
演練這一首首隱藏
著無數的愛的曲
子。為祈票務能順
利進行，除了團隊
成員積極拜訪友社
宣傳賣票，還製作
海報張示於捷運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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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入口，安排佳音電台廣播、華視新聞專訪，就連社友們也動員起來利用網路宣傳。活動結束後，佳
評由網路群組裡陸續反映，除了表達當天的流程安排順暢、節目內容精彩外，在最後一首全體大合唱
「愛得真諦」安可曲時，許多人還流下感動的眼淚。
這場扶輪傳愛慈善音樂會的感動，不但觸發我們省思參與扶輪的初衷，也彰顯本社專業團隊的能
力及經驗傳承的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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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中和社
本年度第四次懇談會由前社長：曹阿煌、許坤
城、副社長：陳威志、社友：林志清、林璋煒主辦，
並與中和今日衛星社聯合例會以及新春團拜合併於日
昨在風景明媚的陽明山舉行！雖然空氣冷洌但晴空萬
里稍減了寒流的肆虐與發威！青山嫵媚盈盈含笑！隨
著塵囂的遠離而貼近大自然，青山綠水撫慰與滋潤我
們的心靈！感謝社友與寶眷的熱烈參與，其中前社長
許坤城提供高梁酒及紅酒並介紹新朋友吳進吉先生伉
儷參與我們的例會；也謝謝樂天憫人笑口常開的 PP William 送給大家的養生小饅頭，讓大家吃得愉
快，喝得盡興，飽餐之餘又有伴手禮！讓大家喜出望外驚喜連連的當然是永遠面帶笑容，虛懷若谷的
社長張書銘送給每人刮刮樂及九億五千萬元的威力彩券！在新的一年初始，社友肯定是好運連綿而
來，財運必定發、發、發。
謝謝五位主辦社友讓大家渡過一個愉快的週末假期，在新的一年祝福大家心想事成，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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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80 地區台北市圓桌社

解詩喬

公益參訪──樂山教養院
位在八里區的小小山坡上，有個充滿大
大愛心的「樂山教養院」，院內的孩子主要
都是身心障礙人士，年紀從 15 歲到 40 歲不
等，從樂山教養院――張嘉芳院長跟院生們
的互動得知，張院長是真心把院生們當做是
自己親生孩子一般疼愛著、照顧著。
張嘉芳院長曾在去年底的例會中擔任講
師，向大家介紹樂山園的孩子們與自身的生
命教育觀。當晚的演講深深的感動著社友的心，而社長 Jacky 也允諾張院長，日後一定親自帶著社友
們去感受她所說的快樂園地――樂山教養院。
2 月 18 日，社長 Jacky 帶領台北圓桌社前往樂山進行公益參訪，院生們為了歡迎本社到訪，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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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兩段精彩又有活力的卡通歌舞秀，
甚至還邀請社長 Jacky 上台一起舞動
呢！而社友們也特別準備了 Saxophone
表演，讓整個會場充滿著音樂、歌聲
與歡笑。之後，張院長便帶著社友欣
賞院生們的畫作，令人驚艷的是這些
畫作中不乏有受到邀請至國外參展
的、還有刊登在國內的大大小小特刊
中，非常厲害而且讓人印象深刻。
本次公益參訪活動，本社特別募
集了各項物資，有白米 1,200 斤、圖畫紙 500 張…等生活用品共 21 種品項，全數捐贈給樂山教養院，
希望藉由這些物資傳達本社對樂山教養院的支持與愛護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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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礁溪社

林玫君

讓愛飛翔小客車‧扶輪集愛趴趴 GO
本社友好社――台北市和平社在看到香園教
養院內交通窘境與需求，就邀請本社並集結眾社
團響應愛心行動，廣邀全台各地區的扶輪社共襄
盛舉，加上新北市文豪社會福利基金會、盛悅工
程公司及李旺水先生等，集資 70 萬元合力添購
一輛小客車，希望讓香園師生享有安全的交通工
具，讓愛飛翔，加添傳愛的行動力。
彙集了這幾個扶輪社的愛心奉獻，在上週日
舉行了捐贈儀式，由台北和平社周芳文社長遞交象徵的大型車鑰匙交給香園董事長蔡永興代表接受。
當天各個捐獻社的扶輪社員不辭路途遙遠，特地前來參加並見證這場喜悅的美事，本社由 William 社
長及秘書 PP Andy 代表參加。
香園董事長蔡永興感動的表示
藉由扶輪社及各單位贈送自動排檔
公務小客車乙台，不僅可改善服務
對象外出搭乘交通時，所面臨的不
便現象，讓服務對象能享有安全舒
適的交通工具，參與日常生活中相
關之活動，增進服務使用者與外界
的互動與機會，並可提升並豐富其
生活與品質，嘉惠近 200 多位服務對象。
我們的扶輪善念彙集成流，讓社福資源可以深入弱勢偏鄉，讓愛心能夠及時地雪中送炭，這輛
小客車將扶輪集愛趴趴 GO 每個角落，它除了是社區服務也是一個最佳的扶輪公共形象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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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基隆東區社

張毓芳

基隆分區七社聯合社區服務
「無毒校園‧菸害防制計畫── CO 檢測儀致贈典禮」
今年度由本社主辦之七社聯合社區服務「無
毒 校 園 • 菸 害 防 制 計 畫 ――CO 檢 測 儀 致 贈 典
禮」，已於 106 年 1 月 9 日假基隆市地檢署順利圓
滿完成，此次本社並在基隆地檢署指導及基隆榮
譽觀護人協進會、基隆海事北區――反毒教育資
源中心協助下，為預防及提早導正青少年因好奇
心或在同儕影響之下接觸菸品，進而影響健康或
接觸毒品，故特地將此項無毒校園菸害防制計畫 CO 檢測儀致贈典禮中，由地檢署陳檢察長及本分區
列入本分區七社聯合社區服務項目，並聯合購置 AG Ta-Kae、DVS Jon、David 辦公室副主任及七社社
12 台 CO 檢測儀致贈基隆市 12 所公私立高中職， 長代表捐贈 CO 檢測儀
希望能在校方的執行下，藉由檢測儀之檢測，讓正值青少年時期之學生，能防治及降低吸菸之想法，
並提早發現矯正吸菸學生之行為。
當日典禮中，不僅本分區七社社秘會成員均踴躍出席，更有多位貴賓、受贈校方代表及媒體朋友
們紛紛到場表示對此活動之贊同與支持，典禮一開始，首先由基隆海事話劇社的優秀同學們帶來精采
的反毒劇場演出，雖僅有短短 15 分鐘的演出，但不僅充滿演繹出現今校園毒品菸害之氾濫，更加傳
達出毒品對於人體精神及健康之影響，也讓當
日致贈典禮更加顯得意義非凡。
當日典禮並隨即在地檢署陳檢察長及本分
區 Ta-Kae 助理總監及七社社長代表下，捐贈出
12 台 CO 檢測儀，相信在透過學校及各機關的
執行及禁菸宣導之下，定能有效降低學生吸菸
數，讓此次無毒防護網方案――無毒校園菸害
防制計畫順利實施，從營造無菸校園及社區開
本分區 A.G Ta-Kae 偕同七社社長及受贈學校一同合影
始，進而減少吸毒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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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頭前社
生命的延續，需要您的熱血
本社今年度第 2 次的捐血活動於 1 月
14 日上午 9 時半在冷颼颼的天氣中展開，
並再度回到新莊區頭前國小舉行。感謝五
工社社長 Builder 伉儷、秘書 Happy 伉儷
及五股社社長當選人 Ping 伉儷挽袖捐出熱
血，也感謝幸福薩克斯風樂團帶來音樂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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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更感謝全體社友及社友夫人寶眷一同共襄盛舉。
在活動前，血液基金會涉入不當黨產的新聞傳得沸沸揚揚，著實讓人擔心是否會衝擊民眾捐血的
意願，連社長 Muji 也率先拿著「來去捐血」的舉牌在馬路上用力宣傳，幸好，有這麼多的扶輪社友
及民眾不畏低溫及新聞的影響，絡繹不絕前來捐血，深切感受到「愛，從捐血開始，不分你我」，也
為這社會注入一股暖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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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羅東西區社

范濤

扶輪社關懷社會不遺餘力「扶輪日」做夥來健檢
隨著精緻美食與西方速食文化流行，國人的飲食
習慣也隨之改變，這種飲食模式使得癌症和腦血管疾
病、冠心症、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肥胖症等慢
性疾病的罹病率隨之提高，嚴重影響國人健康。
有鑑於此，本社在蘇文秀社長及鄭紀民秘書及理
事會的支持下，與宜蘭縣最具規模的羅東博愛醫院合
作規劃「代謝症候群免費篩檢活動」。感謝宜蘭縣第
二分區各社本著關懷社會的理想共同參與本項服務，
此案也獲得地區 DDF 支援 3,400 美元。
經過與羅東博愛醫院高階健檢中心數次開會討論後，免費篩檢活動在 2016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8
時起在羅東博愛醫院住院大樓一樓舉行。
綜觀此次免費篩檢活動，在 320 位接受篩檢的民眾中，代謝症候群異常比例 (5 項符合三項 ) 達
25.60%、腰圍異常比例達 32.80%、血壓異常比例 42.80%、肝功能異常比例 10.90%、腎功能異常比
例 1.80%、尿酸異常比例 20.00%、總膽固
醇異常比例 48.70%、醣化血紅素異常比例
15.90%…，十年風險評估高危險群比例達
2.50%，完全合格者只有 11.25%。
健康是國人最重要的資產，2017 年是
國際扶輪基金會創立 100 週年紀念，值此
重要時刻，本社以實際的行動提醒民眾關
心自己與身邊人，大家一起為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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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新莊社

蕭榮祿

「新北國際扶輪盃 歌唱比賽」──「扶輪服務人類」走進社區、走入人群
今年國際扶輪主題「扶輪服務人類」當我們思考要怎樣完成 RI 的服務人類？經與秘書、服務主
委討論時，迸出了這句話「扶輪服務人類」就是要「走進社區、走入人群」，經由這句話，本社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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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新北國際扶輪盃紅人榜歌唱比賽」分別
在新莊地區的思賢公園、四維公園、福壽公
園、黃城公園舉行 4 場初賽，以及於中港大
排廣場的總決賽。
另假於新莊文化藝術中心為各組別 ( 長
青組、中年組、壯年組、扶輪組 ) 前三名及
優勝得獎者舉辦了一場盛大的頒獎典禮暨演
唱會，邀請各組前三名得獎者上台演唱得獎
歌曲，中間並穿插新莊扶輪社扶少團 ( 新莊
國中直笛團 )、宏仁樂團、紫丁香室內樂團的演出，全場 700 個席位座無虛席，承蒙總監及地區團隊
蒞臨指導，總監也特別上台高歌一曲獲得滿堂喝采。
曾有扶輪朋友這麼說：辦歌唱比賽會很辛苦。後來證明確實是，每一場都是從早到晚，總參與人
次達到 500 多人次，但是看到這麼多愛好歌唱的民眾，甚至都是很慎重而且盛裝出席比賽，給我們感
覺雖然辛苦，但為了這群朋友我們更加要辦好這次的社區服務。
在這過程中，很多社區民眾都在問扶輪都在做些什麼？也因此讓我們能藉這機會來宣揚扶輪，以
本社來說，在 2016 年 9 月捐贈新莊地區七台「AED 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另於 12 月聯合日
本姊妹社舉辦國際社區服務「認養新莊地區塭仔底溼地公園綠帶暨捐贈種植 60 株紫藤花」。以及從
10 月開始將近 2 個月時間，陸續一場接一場的公益歌唱比賽。
參與扶輪、造福社區、扶輪服務人類，這就是我們扶輪人。因此也獲得了社區民眾高度肯定。感
謝三、六、九分區各扶輪社及社友共同參與這項活動，也恭喜各組獲獎的得獎者，有您們的參與，讓
這場活動更加精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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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蘆洲社
106 年度新北市整合式免費健康篩檢活動
新北市第一分區十扶輪社與蘆洲區衛生所
於 1 月 15 日假蘆洲國民運動中心三樓共同舉辦
「106 年度整合式免費健康篩檢活動」。早上 6
時多就有民眾在現場排隊；7 時半開始掛號，
號碼牌已經發到 200 多號，民眾參與度非常踴
躍。此次檢查項目，有提供腹部超音波、B 型
肝炎抽血、乳房癌、女性子宮頸抹片、乳房攝
影、大便潛血檢查、血壓測試與牙齒檢查、胸
部 X 檢查等。今年度特別增設醫療檢查項目有
口腔黏膜篩檢、尿蛋白檢查、高密度脂蛋白膽
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膽固醇、腎絲球過濾率等等；醫護人員與衛生所志工也較往年增加人員協助，以
精密的儀器、專業的知識與技術為眾人的健康把關。
持續第五年的健康篩檢活動，深獲好評，嘉惠無數當地民眾。同時感謝地區總監 Concrete、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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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ga 伉儷百忙之中蒞臨參加，各友社社長與社友們一起協助和支援，讓當天活動順利圓滿完成。對
忙碌於生活的現代人，每位居民都有機會透過免費健檢早期發現早期治療，扭轉自身健康及全家幸
福，定期健檢、養成良好的健康生活習慣，防範於未然，這就是健康篩檢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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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花蓮社
社區服務「傳承生命、快樂捐血」活動圓滿成功
本社社區服務捐血活動於 2 月 12 日，以「傳
承生命、快樂捐血」為主題，邀請鄉親獻愛心、
做公益，大家一起來捐血。由於花蓮捐血中心血
庫存低於安全庫存量七天以下，全體社友及夫人
更加賣力宣傳，不畏風寒地與花蓮扶青團團員及
小扶輪們輪流穿著捐血寶寶裝，舉著募血牌，在
花蓮市區最熱鬧的十字路口，頻頻勸募路上民眾
加入快樂捐血人的行列，踴躍捐血助人，並高喊

口號：「血庫缺血，捐血一袋，救人一命」，成
功吸引民眾的注意。 一日下來獲得 211 袋、每袋
250CC、總計 52,750CC 的熱血，豐碩的成果大大
提升了花蓮捐血中心的血液庫存量。
今年我們仍然在地方的洄瀾電視台訂播 6 天
的捐血預告跑馬燈，各記者也到場採訪，強力提
升扶輪公益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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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90 地區三重南區社
2016-17 年度新社員訓練會
今年度 3490 地區舉辦「新社員訓練會」，由本社主辦，於 106 年 2 月 12 日假天主教輔仁大學國
璽樓一樓會議廳舉行。有效的扶輪訓練從找到一個合格的潛在社員即已開始，扶輪社有責任提供深度
的知識計畫，教育新社員關於扶輪的各種知識，使他們參與扶輪社活動，並歡迎他們加入扶輪組織。
這個正式訓練在幫助新社員瞭解作為一個扶輪社員須扮演在任何方面的重要角色。
本次訓練會透過扶輪歷史，從扶輪四位創始人穿越扶輪時空隧道使新社員對於扶輪歷史有所瞭
解，特別安排了一齣簡短的話劇，經由綜合講課、座談討論、問與答，使與會者深入參與並提高其興
致。此次訓練會著重於扶輪創始演變、扶輪五大核心價值、有效能的扶輪社及服務計畫及扶輪基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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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進行講解，並邀請到 3490 地區具
有經驗豐富的總監及前總監們擔任主講
人，整場訓練會歡樂且溫馨，與會新社
員收穫良多。
感謝地區新社員訓練主委兼主講人
PDG Amanda 規劃本次新社員訓練會，
感謝總監 Concrete 睿智領導，感謝主講
人 PDG Mountain、PDG E.N.T 及 PDG
Polish 精湛的演講，感謝新北圓桌社 CP
Amy 分享加入扶輪歡喜談，以及感謝
新北光耀社的大力協助會議的布置與進
行，使得這次由三重南區主辦的「新社員訓練會」能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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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地區新竹朝陽社

林明松

年終尾牙暨全體會員大會
年關將至又到了感恩的季節了，本社的尾
牙活動在寒風冽列中熱熱鬧鬧的假竹北饌巴黎
美食廣場展開了序幕隆重登場的是會員大會的
理監事選舉，在競爭激烈的攻防戰中，社當人
選 Andy 不負眾望的拔得頭籌且不意外的當選
了下屆的理事長，席間並順利的產生了九位理
事及三席監事。
緊張的氣氛後就是大家同樂的尾牙時
刻了，席間表揚的活動也緊接著登場，本社
2016-17 上半年度例會全勤社友共四位，本人
何其有幸的頒發獎狀及 24K 金質扶輪獎章各乙枚。
緊接著本次的活動正式進入了高潮，何其有幸的本社邀請到了一位橫空出世的重量級人物 PDG
Stan 及夫人參與本次的活動，PDG Stan 對本社無私的付出及真心的關愛可從他自本屆社長就任以來
的「全勤」相挺中「全勤」相挺喔！裏可以得到印證，在徵得 PDG Stan 的同意下代表新竹朝陽扶輪
社頒發編號「001」的最佳導師獎予 PDG Stan 並佩 24k 純金的扶輪徽章，當以戒慎恐懼的心情及微微
顫抖的雙手將扶輪的輪轍印在這位重量級人物的無私胸襟時，霎時時間是停格的：得到這份殊榮的著
實是新竹朝陽扶輪社啊！在這停格的 Moment 腦中只想得到四個字――波瀾壯闊。
跟著就是壓軸了，當燈光漸黯，伴隨著音樂緩緩地將生日蛋糕推出時，此時場面是濕潤且帶著感
動的，本社優質社友 PP Jacky 及夫人上台切蛋糕時許出了全體社友的心願「社運昌隆、越來越好，最
後也非常感謝第五分區的助理總監 Hope 及東北社社長 Curtain、秘書 Star、新竹網路社社長 Ernie、
秘書 Fiber 以及 2017-18 助理秘書 Stone 的蒞臨，本社的尾牙就在第五分區團隊合唱「朋友」下圓滿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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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地區苗栗社

葉蒼秀

苗栗六扶輪社贈聽力分貝儀
3500 地區本社聯合三義，苗栗東南，苗栗
南區，苗栗山城，苗栗和平，共六個扶輪社，
捐贈學齡前兒童作「聽力檢查用噪音分貝儀」
21 台，2 日上午由本社社長張世澤代表頒給苗
栗縣衛生局，共同攜手為學齡前兒童聽力把
關，讓幼兒能健康快樂的成長。由衛生局張蕊
仙局長出席受贈，並回贈紀念匾，以表謝忱。

苗栗六扶輪社代表苗栗社長張世澤，贈聽力檢查用噪音
分貝儀，由衛生局長張蕊仙代表受領

為照護苗縣學齡前兒童的聽力健康，105 年衛生
局團隊共計篩檢 4,480 位新生兒，4,261 位學齡前兒
童，發現 288 位篩檢異常個案並進行轉介治療，為避
免造成孩子聽力結果，則必需藉由「聽力檢查用噪音
分貝儀」設定環境分貝在 54.4 分貝，以達到正確篩檢
之目的。
當發現小孩有聽力問題時，衛生局表示，應及早
學齡前兒童使用聽力檢查噪音分貝儀
請專業人員為其做鑑定，便有可能及早改善他的語言
學習以及和別人溝通的能力，和父母及家人的互動關係會獲得改善，入學後接受教育的狀況也會比較
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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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地區楊梅梅蘭社
社區服務團成立
由於本社位於桃園，與苗栗雖然不
遠，但要達到立即的關心與照顧也著實
不易，而為了讓這群有共同信念，堅定
不移的這群人能夠團結在一起，並達成
地區獎助金永續經營的目的，我們參考
RI 網站提供的文獻資源，去了解國外扶
輪 社 的 社 區 服 務 團 (Rotary Community
Corps) 如何運作，同時我們也定期的翻
閱台灣扶輪月刊，以得知目前社區服務
團及其他扶輪夥伴的現況。最後，取得了石虎媽媽及石虎團隊陳美汀博士的同意，成立社區服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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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扶輪夥伴的行列！這是 3500 地區十幾
年來，第一個社區服務團，也是目前唯一一
個，這是何等的光榮呢！
本次活動，合計募款 20 萬，全數捐贈
給通霄楓樹社區發展協會做為購置揀米機使
用，由理事長李隆樺代表受獎。當天活動嘉
賓雲集，總監的致詞無疑對現場的來賓與石
虎團隊而言，是莫大的鼓勵。而石虎媽媽陳
美汀博士的一席話更是感動了大家！對梅蘭
社而言，我們學到了如何與他人合作，能參
與如此意義深遠的活動，非但不辱扶輪使命！也為我們圓了偉大的扶輪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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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0 地區桃園南社區

高居豪

演藝競賽嘉年華
11 月 26 日的演藝競賽彷彿是扶輪社一
年一度的嘉年華盛會，當天南崁高中的校園
中穿梭者不同時空，各種國度的盛裝表演
者，有的成群結伴認真的作賽前演練，有的
在校園中開心的取鏡作定裝留念…熱鬧非凡
呀！而在大禮堂的競賽現場，各社演出者在
歡樂的舞台上竭盡所學賣力的揮汗表演，台
下啦啦隊忘我地吶喊加油、合音、打拍子，
氣氛相當熱烈，在場所有人瞬間忘卻了頭銜與年齡，找回了久違的童心，玩得不亦樂乎。
James 社長和夫人季沄，此次邀請社友與其夫人共同參與，由社友跳斧頭幫舞，代表男性剛強勇
敢，社友夫人穿著旗袍跳上海復古風舞蹈，代表女性柔美嫵媚，並和男性形成鮮明對比，最後配合流
行音樂夫妻共舞更結合了傳統古典風與活潑現代感，非常逗趣又極富創意，特別是社長夫人的細心構
思與編舞老師的巧思，設計了一些活潑又俏皮的親密動作，增添了夫妻共舞時的樂趣和感情。
我們感恩社長及夫人的用心和付出，我們更感謝南區社友與夫人的全力支持與真心鼓勵，經由
此次的競賽活動，著實讓我們更成長更團結，也讓我們在人生的旅途中留下了一個非常難忘又美好的
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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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地區高雄東區社

歐素玉

新社友劉懿仁授證入社暨專題演講記要
例會開始社長 Tane 表示：感謝社區服務主委 Wall、扶輪基金主委 Ovid、秘書 EPA 及社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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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的熱情參與 11 月 6 日社區服務「愛肝護骨 •
健康一生」活動，圓滿順利完成，造福小港社區
民眾，落實今年 R.I. 主題：「扶輪服務人類」。
緊 接 著 社 區 服 務 主 委 Wall 應 邀 上 台 致 詞 表
示： 誠 如 社 長 所 述， 再 次 感 謝 大 家 的 支 持 和 協
助。同時歡迎今日新社友劉懿仁授證入社。
重頭戲來了――「新社友劉懿仁授證入社」。
首 先 Tane 社 長 致 歡 迎 詞， 並 由 前 總 監 James 見
證「宣誓」、「別上名牌」、「扶輪徽」，社長
Tane 頒贈「四大考驗」&「扶輪宗旨」。最後，由
社長 Tane 與 James 帶領社友高喊「Leo」三次，完
成授證儀式，歡迎 Leo 加入高雄東區社，成為社員。
Leo 簡單自我介紹，並紅箱 NT10,000 元，歡喜成為高雄東區社員。他豐富的經歷大家意猶未盡，
擇期安排專業職業報告。
繼 10 月 26 日職業講座 ( 全民營養保健 )，今日 Ovid 主講「樂齡 • 樂活――健康之道」。不外
乎都是提醒我們不管老、中、青，追求健康的方法，除了生活飲食、運動、睡眠均衡外，更要心靈
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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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地區高雄社

陳靜慧

16-17 職業參觀活動記要
本年度職業參觀活動訂於 12 月 11 日舉辦，參觀地點為台南奇美博物館及吉而好文創觀光公司。
11 日一早會合後，兩台車浩浩蕩蕩往奇美出發，一路交通順暢，比預定時間提早到達，辦理購
票及租借導覽設備後，一團人兵分兩路，分別由 Book 社長及 Stephen 社友帶隊入館參觀，預定 1 個
半小時後再至大門口集合，前往午
餐地點――台南阿美飯店。
下午吉而好文創觀光公司參
觀時間雖巳延誤，但執行長及多位
工作人員早在門口盛情迎接我們的
到來，事不宜遲，隨即從一樓開始
介紹起，最後至二樓簡報室聆聽簡
報，了解吉而好公司創立 30 年來
的心路歷程及成功案例，透過互動
交流也能激盪出巧思創意。
簡報後是最重要的採購時間，執行長阿沙力的打出最優惠折扣，讓我們一團人買得是欲罷不能，
連尚未生產的限量商品 ( 玉石製麻將 ) 都先下單預約，最後在吉而好公司有寓意象徵的設計大門前合
影，留下珍貴的團體照後，搭車回高雄，結束這趟充實又精彩職業參觀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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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地區高雄木棉社

蔡宜庭

本社與高雄西北、南區、中山、西子灣、五福、仁愛、早安、拱心、菁英
網路社和恆春社聯合舉辦――伊起寶貝慢飛天使社區服務
今年是本社舉辦伊起寶貝慢飛天使社區服
務第四年，這次來到旗山早療中心參訪，結集
了十個友社和 Ann 社長老爺公司的愛心，一起
為弱勢兒童服務計畫籌募經費。
活動開始由一群可愛的慢飛天使們擊鼓振
奮精神，接著邀請與會社友來賓們與他們一對
一跳舞，讓他們感受扶輪社叔叔、阿姨們的愛
心與溫暖。
伊甸基金會高雄區區長楊意賢非常感謝扶
輪社友對伊甸慢飛天使的長期關懷，Ann 社長
連續幾年參加這項活動，看到孩子們的成長倍
感欣慰。Charming 總監因參與這活動而了解
弱勢兒童服務計畫有其捐助的必要性，因為
須在六歲前的黃金治療期完成療育，總監呼
籲 : 只有參與才會了解與感動、只有感動才
會持續地關懷與服務，這個社會需要有人去
關懷、付諸善意，這些弱勢或仇恨才會被愛
與正面的能量所融化。
本次活動捐贈 15 萬元作為弱勢兒童服務
計畫經費，幫助慢飛天使接受完善的早期療
育專業服務，伊甸基金會楊區長頒贈感謝狀
後，和與會全體合影留念，感謝中山社 Fish 社長和拱心社 Joven 社長，分送禮物給 30 多位慢飛天使，
添增歡樂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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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地區屏東社

黃映溓

寒冬送暖意、溫馨陪伴情
歲末寒冬，本社關懷無依低收入戶長者，23
日下午來到衛福部南區老人之家慰助銀髮族，社
長藍群傑、秘書李基文率領本社社友暨社區服務
團 40 位社友伙伴陪伴阿公、阿嬤聊天、餵食、
推輪椅，提前讓老人家感受年節團圓喜慶氛圍。
「寒冬送暖意、溫馨陪伴情」，本社扶輪基
金百週年慶系列活動的列車，23 日下午開抵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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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市瑞光里香揚巷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
活動由熱鬧又喜慶的「跳加官」揭開序幕，
隨後安排表演節目，包括：「變臉」、「公背
婆」、「原住民舞」、「客家舞曲」等精彩的
表演節目，社友們陪伴銀髮族和青少年朋友們
齊聚一堂，讓長輩們歡度充實愉快的午後時
光，南區老人之家主任蕭明輝特別頒贈感謝
狀，感謝藍群傑社長率屏東社社友暨寶眷共襄
盛舉。
徜徉在冬陽照拂溫暖的午後，銀髮族和
青少年朋友盡情享用客家小粄、小蛋糕等小點
心，浸淫在屏東社社友暨寶眷們溫暖的愛。藉由活動感受年節歡樂的氛圍，讓長者及青少年們提前歡
度節慶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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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10 地區台東東區社
交換學生彩繪鞋做公益
參與藝心一意愛無限感恩聯合義賣
就讀台東女中的交換學生黃亞芮及黃子
芳，熱心提供彩繪鞋作品參與學校與臺東醫院
於 1 月 6 日上午 10 時舉辦的彩繪鞋及瓷器創
作愛心公益認購活動，義賣所得將挹注關懷弱
勢民眾就醫基金，交換學生以實際行動發揮愛
心關懷臺東地區弱勢民眾就醫權益，把彩繪鞋
作品賦與更大的價值與意義，透過認購義賣活
動，將所得捐贈給衛生福利部臺東醫院，提供
台東地區弱勢民眾醫療相關費用。
這次活動幕後推手東女康毓庭老師表示，一開始是
因為教育部推動美感教育計畫，引導學生將美感和生活
引導學生進行創作發想，進而有機會延伸與公益得到美
好的連結，去年義賣活動讓康毓庭老師獲得「第五屆教
育大愛菁師獎」肯定，康毓庭認為這個獎其實應該是要
跟投入美術教學一路以來所有陪伴的師生共同分享，便
將獎金全數捐出購買彩繪鞋相關材料，很高興有來自巴
西的黃亞芮及美國黃子芳共同參與這個愛心活動，希望
這次活動能讓外籍交換學生能透過彩繪鞋展現出他們國
家的特色，更透過藝術作品讓台東民眾感受他們豐沛的
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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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美國的交換生黃子芳說：學校美術作品結合一些公益的活動，是很不錯的，因為有時候一些
公益活動，會讓人家有一點刻板印象，可是這次透過彩繪藝術作品做公益幫助需要幫助的人，覺得很
不一樣更樂於參與，希望這次義賣活動的彩繪鞋能吸引更多善心人士，一起關懷弱勢，並且把這次參
加義賣做公益的特殊經驗帶回美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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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永康社

石靜惠

捐血一袋 救人一命
又是一年一度的北投溫泉季，其中
之捐血活動也是我們的捐血日。
是 日 由 秘 書 長 Merv、 社 服 主 委
Austin 及社訓練師 PP Joan 親自帶領我
們社友及扶青團展開美好的一天揭開下
午的活動。
有的社友在紅綠燈十字路口舉牌
「就缺您捐血」，有的社友在馬路，在
商店門口群策群力達成目標完成任務。
感謝台灣社會上有眾多的善心人士
溫暖著這塊土地實現我們的當日活動。
感謝大家熱心的參與，此次捐血活動也
達成 350 袋的目標。
感謝這個集體因緣在這裡透過生命旅行團進入扶輪家庭，捐血活動感召有緣人為這塊土地盡一己
之力為需要人的付出，讓社會幸福滿滿、好運連連，快樂相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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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網路社
主辦「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 桌上遊戲設計徵選決審暨頒獎典禮」
網路的盛行，讓越來越多青少
年沉迷於虛擬世界，藉此獲得滿足
感、自我認同感或甚至是刺激感，
成為另一個交友管道，因此，如何
讓青少年朋友走出虛擬世界，建立
實體的交朋友網絡，為此，衛生福
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委託財團法人
國範文教基金會之反毒計畫，於今
年邀集公益團體――本社、台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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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扶青團及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共同舉
辦了「反轉毒害 健康心生活」桌上遊戲設計徵
選比賽的活動，希望透過桌上遊戲為媒介，在
遊戲中輕鬆了解反毒拒毒相關資訊，不但可達
到寓教於樂及推廣健康休閒活動目的，同時還
能藉著這些桌上遊戲作為日後社區及校園的宣
導工具，讓休閒娛樂也成為一種溝通的方式，
並提升之後對於反毒拒毒相關衛教活動的意願
與參與度，以促進反毒教育及提升反毒成效。
這項活動從今年 6 月份徵選開始，分成派
對遊戲組、家庭遊戲組、策略遊戲組等三組，經歷初賽的審查，挑選出晉級決賽的 12 個作品，在 10
月 28 日經由參賽隊伍的現場展示與試玩，由專業的評審當場評定各組的名次，這些優良作品除了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長官頒發獎金和獎狀，其作品更將實際製作成為反毒宣導的利器，用於反
轉毒害的各種教育及活動，通過遊戲喚起社會大眾對於毒品危害問題的了解、關注及重視。

?>/.?>/.?>/.?>/.?>/.?>/.?>/.?>/.?>/.?>/.?>

3520 地區台北陽明社

劉呈顥

「陽光照耀濱海的種子 明日充滿希望的未來」
居住在台北市的我們，也許很難想像，在距離台北僅有
30 分鐘車程的瑞濱，是這麼一所迷你而可愛的偏鄉小學。
本社輔導的扶輪青年服務團，結合台灣藝術大學國際紅豆社
許下的「十年承諾」，在當地長期服務孩童，實踐「弱勢服
務」、「藝術深耕」的理念，辦理週末藝術與品格教育班，
讓孩子們在成長路上能夠找到自己的希望與未來。
此次活動是濱海種子計畫的期末成果發表會，一個學期
下來的努力學習，一一在此展現。除了本社的贊助之外，創
社社友 PP John 楊忠雄先生也透過為紀念父親而設立的楊塘
海慈善基金會慷慨解囊，社長 Thomas Lin 更親自帶領社友
們踴躍出席，表達對孩子的支持與鼓勵。同時，也讚賞陽明
扶青團與台藝大同學們，犧牲自己休息玩樂的週末假日，把
自己的專業教導這些偏鄉的學生，充份展現了扶輪以職業為
本的「超我服務」精神。
看著瑞濱國小的校園，處處充滿著藝術、彩繪、音樂、
Thomas Lin 社長接受瑞濱國小校長致贈感
舞蹈，與孩子們的歡笑聲，所有參與的社友，彷彿重拾青春 謝狀
年華，美好回憶映入腦海。而這一天陽光明媚，如同校長所
說：「今天是半年難得一日的好天氣，就像各位小朋友今日獲得這麼多幫助，實在是難能可貴；長大
之後，自己有能力的時候，也別忘了要多多幫助別人！」或許未來十年、二十年，我們就能看見這群
孩子進入扶青團，甚至成為扶輪社友，將扶輪服務的精神無限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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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市北投社
2016-17 年度聯合社區服務
愛讓世界轉動，聖誕感恩音樂會
3520 地區第 24 分區，由本社、草山、同領、
八芝蘭社共四個扶輪社合辦此次「愛讓世界轉
動」聖誕感恩音樂會，由本社第 15 屆李美華 Sally
社長領導主辦。
「愛讓世界轉動」本社今年第三度在榮總中
探訪院童

正樓舉辦聖誕感恩音樂會，12 月 10 日
下午 1 時 -5 時，關懷探訪長青病患、
院童，並贈送福袋給他們。並表揚醫
護人員、社工、志工，共表揚 84 位，
向他們致上最誠摯的感激。
當天的表演活動有迎賓舞獅戰
鼓，啟明學校精彩的樂團表演，還有
免費給現場來賓素描畫像，及主任、
社工歌唱表演及合唱團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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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華陽社
南機場樂活園地萬華忠勤里參訪暨捐贈儀式
12 月 22 日中午本社移動例會暨社區服務――南機場年終慈善捐
贈活動，本次活動於忠勤里書屋花甲咖啡廳（方荷生里長為公益經
營），食用簡單便當餐、咖啡、甜點，並將結餘餐費加上全壘打的經
費及社友自發性捐款共 56,000 元，捐予社團法人臺北市臻佶祥社會
服務協會。
例會中
Robert 社 長
致 詞、Eric
社區服務主
委報告，及
Paul 分 享。
方里長簡報
後，舉行捐
贈儀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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籍 550 本，發票 1,134 張，愛心款 56,000 元），散會後至萬華忠勤里現場訪視。
方里長非常用心規劃，在堪稱台北首善之區卻是資源最貧乏和外籍新娘最多的忠勤里，從食享餐
廳的創造食物第二春的分享概念延伸到讓萬華區的飛行少年有一技之長及發揮的空間外，還有忠勤里
餐廳供應超過百人的二十元中餐（送，供，共），圖書館及咖啡教室，魚菜共生養殖技術，安親托兒
教育概念，食物銀行控管及以工寄存食物概念，種種的全新企業經營的行銷概念落實在公部門內，無
一不讓社友們嘖嘖稱奇與佩服。
今年度地區推行惜食計畫，方里長的理念正與扶輪相同，藉此呼籲扶輪社友們拋磚引玉，共襄盛
舉，前往忠勤里參觀，深入瞭解後，讓食物銀行概念推廣，也讓更多需要的人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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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龍華社
桃園復興身心障礙者及清寒子女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為延續與聚焦服務計畫並
落實原住民部落之識字教育；
本社透過頒發獎學金鼓勵原住
民學子敦品勵學回饋社會。感
謝社團法人桃園縣復興鄉身心
障礙者福利協進會創會理事長
江春錦女士與理事長童玉蘭女
士的配合與協助，讓本社在桃
園復興鄉深耕邁入了第九個年
頭。今年獎學金頒發人數――
國 小 學 童 16 人、 國 中 8 人、
感謝 Bill 社長贊助是日午餐，感謝社友不辭辛勞假日特地早起前往復興鄉頒
高中 3 人、大專院校 4 人，總 發獎學金
計共 31 人，總頒發獎學金為
新台幣 $119,000 元整；該獎學金已頒發累計共新台幣 $635,000，受惠學生總計 27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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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風雲社

阮念初

熊本震災扶輪有愛‧服務人類光耀台灣
日本京都疊樂器樂團一行 14 人，為感謝台灣人民此次對東日本及熊本震災的捐助，自費來台親
善演出。國際扶輪 3520 地區第 21 分區，特別邀請扶輪社友一同參與聆聽表演，一同見證此次熊本地
震，台灣人民與扶輪社友共同獻出人饑己饑，人溺己溺，本著服務人類，光耀台灣的精神，一同為熊
本災民獻上最誠摯的關懷之意。
日本與台灣過去在 311 震災、高雄氣爆、台南地震等天災發生時互相支援打氣，提供賑災捐款與
物資，建立友好交情。這次熊本地震災情慘重，台灣多個政治人物和民間第一時間表達關心並提供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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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等協助，日方也不忘對雪中送
炭的台灣表達感謝之意。此次台
灣捐款金額約略為 1,900 萬台幣，
3520 地區捐款約 150 萬台幣。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 17
日晚間臨時召開記者會，就台灣
對熊本地震表達的關心和援助，
表示「政府打從心底感謝」。
當 天 活 動 結 束 後， 社 友 PE
CF 透過亞東關係協會蔡大使的盛
情，宴請此次來台表達感謝之日
本京都疊樂器樂團成員，並透過
大使館方工作人員居間傳遞兩國
人民最和善的互動關係，也為台日兩國人民的友善互動再增一次佳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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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0 地區台北滬尾社

葉文源

艷陽高照

熱血沸騰

成功絕非偶然，本社 16-17 年社會服
務扶輪捐血活動，在社長 Tony 及新人類
把愛傳出去協會理事長賴婉如女士的精心
策劃下，加上資深社友 Jen 的鼎力支持，
與全體社友、扶青團團員及協會志工的協
助，今天開出亮麗的成績，真是可喜可賀。
往年本社的捐血活動，總是在寒風細
雨的天候下進行，大家都很辛苦，多年來
成績雖然很好，但是社友們為第六屆社長
Aki 所創下的 781 袋紀錄，始終無法突破
而耿耿於懷。
今 晨
更正啟事
太陽一露臉，熱血沸騰的捐血人，早上 9 時未到，已排隊等待，
企盼活動趕快開始，而捐血中心今年派來五部捐血車，更是提供
106 年 3 月號第 101 頁，投稿
破紀錄的基本條件。果不其然，下午 4 時未到，捐血已有 988
作 者 為 執 秘 Helen， 誤 植 為 中
袋；5 時結束統計，今年的成績是 1,106 袋。
壢北區社社長林彥苹。
活動結束後，全體社友、扶青團團員及協會志工，懷著感
恩的心，感謝今年捐血活動圓滿成功，接著社長 Tony、CP Bill 及
特此致歉
PE Phoebe 宴請大家喝春酒，並相約明年再創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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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作品園地屬於社友公有，舉凡您對：扶輪宗旨闡釋、四大考驗
心得、RI 年度主題、各項服務工作的體認、闡揚與實踐，或趣味新
知、技藝、攝影、詩歌、小品等富可讀、欣賞的作品竭誠歡迎您的
投稿。
◆ 各社活動輯要――以簡要報導各社辦理的服務活動為主，照片（每
則以 2 幀為限），文約 300 字左右。投稿日期超出活動時間 1 個月
者，恕不刊登。
◆ 私人函件恕不轉載刊登，但歡迎改成報導扶輪活動形式投稿。地區
聯合活動之稿件，約 1,200 字左右，照片 3-5 幀。
◆ 請將文字檔及圖片檔（高解析）分別 E-mail 至 editor.rotapub@msa.
hinet.net 或將打字稿、光碟寄至台北市 104 吉林路 14 巷 18-1 號
4 樓 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委員會（以稿紙繕寫亦可，字跡力求清
晰，字跡不清晰者延後處理），以增本刊編輯效率。
◆ 稿件請註明姓名、身分（社友、寶眷，或幹事）、社內稱呼、所屬
扶輪社、地址、照片（背面請加註社名、活動說明）及電話，照片
恕不退還。社友及寶眷投稿恕無稿費。
◆ 本刊對來稿有取捨及刪改權，同一服務活動不予以重覆刊登，投稿
請從速。如因篇幅關係未獲刊登敬請見諒。
◆ 本刊為求準時出版，月刊每期截稿日期為前個月 15 日，逾期稿件
則延期處理，敬請合作。
來稿請寄
台北市 104 吉林路 14 巷 18-1 號 4 樓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
E-mail：editor.rotapub@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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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編 的 話
最近參加各項扶輪講習會，座談會或大小會議，遇到新知舊識的社友，他們興沖
沖地主動相告，現在的扶輪月刊已經面目一新，有很多的扶輪歷史典故，知識與資
訊，而且外文譯成中文也容易看得懂，增加不少國際視野的感覺，喜形於色，讚賞有
加。另一方面，熟識多年的資深社員，卻坦率直言地說，「我已習慣不看扶輪月刊
了」而且面無愧色，「不看扶輪月刊」似乎是一件理所當然的事。這當然也代表許多
社友不知道我們這一路來努力投入這本扶輪雜誌所花費的心血，看樣子只有對於扶輪
知識與資訊有興趣或關心本刊的社友會比較知悉我們的所作所為。希望從閱讀扶輪月
刊而感到獲益良多的社友，「請大家告訴大家」，讓那些「已習慣不看扶輪月刊」的
人，重拾扶輪月刊，分享閱讀它的樂趣。另外，我們應該檢討是否如何讓我們大多數
的社友更關心「臺灣扶輪」的進展並且多加提供建設性的意見，或是否舉辦有關扶輪
月刊的活動，取得與各地社友的互動聯繫，例如「令人感動的扶輪見聞」全國徵文比
賽，在北部，中部，南部及東部每季舉辦一次的「扶輪知識與資訊論壇」，每年一次
「扶輪探索演講比賽」 …等有益扶輪健全發展的活動。這類的活動成功的關鍵在於有
多少熱心的社友之認真參與。同時，如有任何促進扶輪社友閱讀「臺灣扶輪」月刊的
想法點子而提供具體可行的辦法，歡迎來電或來函指教，不勝感激。
在此預告如一切能夠及時準備就緒，繼台中中州社 CP Medico 扶輪生活點滴與體
驗系列專文之外，將於近期推出具有國際水準，曠世奇才的名畫家系列介紹專文。這
是本刊特別商情一位富有藝術專業的資深前總監精心策劃的作品。對於廣大的社友，
有提高名畫欣賞的教育感化作用，並且可以增進本刊處心積慮地想朝向多元性文章篇
幅的目標。敬請期待。
自本刊舉辦獎勵訂閱月刊達 100% 扶輪社折扣優惠辦法以來，至目前為止，已有
22 個扶輪社獲得此項九折優惠。也許還有許多扶輪社尚未知曉而錯失這個機會，豈不
憾焉？ 藉此再次「請大家告訴大家」，儘速洽詢本刊辦理，一方面享受九折優惠，另
一方面支持「臺灣扶輪」月刊繼續茁壯發展，一舉兩得，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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