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務
2015 年 8 月︱連結 夥伴 服務

透過五大服務途徑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國際扶輪社長雷文壯 K. R. Ravindran 挑戰我們運
用我們的禮物─天賦、知識、能力、及努力─透過
我們的服務，也就是扶輪社活動的骨幹，來發揮重大影
響。透過我們的網絡，我們能取得許多資源，使我們能
規劃並執行有效、可永久維持的計畫。這裡有幾個能發
揮永久影響的服務活動例子：
• 印度拉賈斯坦邦的烏岱浦烏岱 (Udaipur Udai) 扶
輪社和一個合作組織一起對年老居民提供學會使用電腦班。艾許維亞 (Aishwarya) 扶輪青年服
務團團員們志願擔任訓練老師，該項訓練包括安排約會、訂位、及線上付帳。參加者結訓後，
扶輪社社員們將持續提供諮商。
• 波多黎各的桑圖爾特西 (Santurce) 扶輪社和西班牙港西區 (Port of Spain West)、千里達和托巴哥
扶輪社合作辦理扶輪友誼交換 (Rotary Friendship Exchange)，以建立聯誼及友誼，並探索國際
服務機會。來自波多黎各的交換團參訪了千里達的幾個計畫、參與聯誼，並會見由西班牙港西
扶輪社輔導的扶輪少年服務團團員及扶輪社區服務團團員。波多黎各扶輪社員今年稍後接待來
自千里達和托巴哥的新朋友。
• 美國加州爾萬 (Irvine) 扶輪社和爾萬谷學院一起主辦一個面談技巧討論會，並為當地大學生辦
了模擬面談。學生們接受由 3 位扶輪社員組成的小組進行的面談，然後獲得回饋意見來改進面
談技巧。
• 透過一筆全球獎助金，菲律賓布拉坎的聖瑪莉亞 (Santa Maria) 扶輪社和普籠埔漢津 (Pulong
Buhangin) 的 2 個扶輪社區服務團、及其他夥伴一起合作提供安全的水及衛生設施給聖瑪莉亞
的一個社區。

社長會議系列
凸顯扶輪焦點領域的 5 個活動
國際扶輪社長雷文壯及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主委柯林根史密斯計畫在
2015 年舉辦 5 個凸顯扶輪在焦點領域的工作的社長會議。所有的社長會議將由
當地扶輪地區來主導，並開放給非社員及扶輪社員參加。會議的特色為吸引人
的演講人、知識性的全體會議、及需要親自動手的討論會。出席者將有機會和
夥伴領導人建立人脈，吸取新點子及策略。請至各社長會議的網站 (conference
websites) 查閱每一項節目及註冊。

透過扶輪團體來應用你的服務技巧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及扶輪聯誼會提供各種機會
我們的 22 個扶輪社員行動團體 (Rotarian Action Group) 每一個團體都有與六大焦點領域之一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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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獨特專業領域，隨時可協助扶輪社及地區進行相關的服務計畫。請加入其中
任一個團體並和其他人分享你的知識及熱愛。
扶輪也有 60 多個扶輪聯誼會 (Rotary Fellowship)，讓我們的社員能發展興趣
並與全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結交新朋友。雖然大多數扶輪社員加入與嗜好相關
的聯誼會，這些團體提供的服務機會卻讓成員們在扶輪特別活躍和忙碌。
扶輪社員行動團體及扶輪聯誼會是由扶輪家庭為扶輪家庭而組織的。扶輪
社員、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他們的配偶、及扶輪計畫參與者及前受獎人都歡迎加入。

扶輪全球回饋計畫現在已實施
扶輪全球回饋計畫 (Rotary Global Reward) 是一個新的社員福利計畫，其
目的在使社員資格對於扶輪社員來講更值得擁有。這個令人興奮的計畫包括
消費及服務折扣，例如旅遊、租車、訂房、餐飲及娛樂。這是我們對於付出
如此多的人士的回饋。
•
看看有哪些折扣
•
瞭解該計畫細節
•
探訪社員中心 (Member Center)
扶輪全球回饋計畫：行善者獲得回報。

追蹤 2015-16 年度社長獎的進展
扶輪、扶輪青年服務團、及扶輪少年服務團能因達成強化扶輪及扶輪社的目標，而獲得國際扶輪
社長雷文壯頒發社長獎。活動包括增加社員、發展可永續維持的服務計畫、捐獻扶輪基金會、增進社
區對扶輪的瞭解。
•
瞭解社長獎細節
•
查看今年度的扶輪社、扶輪青年服務團、及扶輪少年服務團的目標
•
利用 My Rotary 的報告來追蹤進展

加深你的結識建立人脈網絡
透過扶輪建立成功的未來
你是一個今年滿 18 歲的扶少團團員、大學應屆畢業的扶青團團員、或者是展
開新工作的扶輪前受獎人嗎？在你旅行、接受更高的教育、或職涯剛起步時，都可
以延續你的扶輪旅程。畢業的扶少團團員可在大學或社區的扶青團獲得領導的機
會。扶青團團員可以透過新世代服務交換 (New Generations Service Exchange) 發掘
扶輪青少年領導獎，培養語言及專業的技能。前受獎人可以在扶輪社結識專業人
士，透過扶輪社區服務團來回饋社區。身為扶輪社員，你可以激勵年輕領導人發揮
全部的潛能、表彰傑出服務、提供獎學金給有發展潛力的學生，或邀請年輕專業人士以新的方式參
與扶輪。

抓住扶輪精神
照片會如何呈現你的扶輪故事？國際扶輪英文月刊 The Rotarian 的 2015 年攝影比賽得獎作品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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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以一窺扶輪生動的樣貌。《紐約時報雜誌》攝影總監凱蒂．萊恩 Katy Ryan
從來自世界各地、凸顯扶輪多樣性、悲憫心、和精彩樣貌的參賽照片中遴選優秀
作品。第三名得主伊麗莎．艾柏索 Elissa Ebersold 在她新世代服務交換期間所拍
攝的照片，向你傳達丹麥靜謐的海洋。查看拍攝動人照片的十大祕訣，然後讓大
家看看你如何呈現扶少團、扶青團、扶輪青少年領袖獎、及青少年交換的魅力。

幫助流浪兒童改寫他們的未來
聖地牙哥的扶輪社員在一間獨一無二的學校，為流浪兒童建造一個光明的未
來。這間皇家學校 (Monarch School) 不只是提供孩子一個學習的場所，還給他們
機會改變未來。鑒於毒品、犯罪、貧窮可以輕易地摧毀這些高風險兒童的未來，
扶輪社員站出來，提供一個安全的地方讓他們學習及成長。這間新穎的設施提供
學生衣物、醫療保健、諮商、及職業訓練。他們的家庭可以獲得交通票證、翻譯
服務、及親職教育。在「扶輪構想」(Rotary Ideas) 公告你的社區改善計畫，好與
義工、夥伴、及捐助人取得聯繫。

服務聚光燈：巴西
分享對運動的熱愛
年輕人柔道力量 -CFC(Interact Club of Força Jovem Judô-CFC) 扶輪少年服務團
到當地一間幼兒園，與孩童分享他們對柔道這門日本傳統武術的熱愛。這間招收
90 名 8 歲以下孩童的幼兒園邀請這個得獎的扶少團柔道隊隊員，前往教導基本技
巧。孩童學習到柔道需要紀律、專注、和尊重他人。團員也解釋加入扶少團讓他
們學會瞭解、服務、和友誼的重要。

保持城市美觀
當巴西南里約格蘭州的奧里宗蒂納 (Horizontina) 扶輪青年服務團注意到垃圾
污染了他們城市美麗的河川時，便決定要採取行動。2011 年，該服務團開始辦
理一個清理河川計畫，至今已經從當地水道去除了超過 1 公噸的垃圾。一位團員
說：「以前河水渾濁、發臭、了無生機，現在魚族生機蓬勃繁盛。」收集的垃圾
經過回收，製作成清潔河流的工具。每年，該服務團都與更多社區夥伴合作，擴
展淨川行動，並教育大眾認識保護環境的重要。

投資永久和平
請協助我們在 2017 年以前募集 1 億 5 千萬美元，為扶輪和平中心這項訓練和平領袖的國際計畫，
建立一個永久基金。
•
捐款
•
瞭解我們許多冠名捐獻的機會
•
發掘更多支持扶輪和平中心的構想

快來參與！
參與扶輪社計畫擔任義工，在你的社區及世界各地的社區發揮正面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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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尋找可以擔任義工、發揮所長的計畫
與附近的扶輪社聯繫

扶輪青少年交換
2015 年 9 月 ︱連結世界各地的學生和社區

邀請青少年交換前受獎人與扶輪重新連結
在 10 月 1-8 日第一屆前受獎人重新連結週 (Alumni Reconnect Week) 期間，請與扶輪前受獎人重
新聯繫。邀請前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接待家庭、和社區夥伴到扶輪社例會或地區活動分享他們的經
驗。前受獎人與扶輪已經有深厚關係，當他們到扶輪社例會重新連結或是參與社區計畫，便可瞭解扶
輪有更多改變當地及全球生活的方式。世界各地的地區前受獎人主委已經計畫有趣且吸引人的方式來
與扶輪重新連結。請與地區領導人合作籌劃服務活動，安排扶輪社例會或活動的演講，或籌劃募款活
動來支持未來的青少年交換學生。或者是與當地的扶輪社聯繫，瞭解鄰近區域在進行的活動。當前受
獎人與扶輪聯繫，會發現成為社員的益處，與領導人物往來，探索透過扶輪回饋的新機會。

快來參與！
扶輪現況
扶輪品牌中心的新工具
我們品牌中心 (Brand Center) 的新參考範本讓宣傳扶輪青少年交換比以往更容易。因地制宜打造
你的地區或多地區的標示，用來更新網站、製作宣傳資料、或是建立社群網站的基本資料。運用我們
數千張免費、高品質的扶輪形象來製作下一張海報、傳單、或講義。從新的「視覺辨識指南：年輕領
袖」(Visual Identity Guidelines: Young Leaders) 的顏色、字體、或圖示尋找靈感。觀看我們的網路研習
會，或是下載簡報檔來深入瞭解這些振奮人心的改變。有問題嗎？請寄電子郵件到 graphics@rotary.
org 洽詢。

留下傳承
艾希莉．凱莫威茲 Ashley Kaimowitz 在 16 歲時參觀南非開普敦一間為性暴力受害兒童和家庭提
供諮商及支持的農賽巴家庭諮商中心 (Nonceba Family Counselling Centre) 後，她的人生便改變了。決
心要改善世界的艾希莉拍攝了一部紀錄片，為該設施的增建工程募款。即使她以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
身分到日本後，還是繼續推廣她的影片，尋求社區支援有需求的人。艾希莉 19 歲時遭一名酒駕者撞
擊而喪生，人生在夢想實現前便嘎然而止。可是她的家人和朋友延續她的志業，在扶輪的支持之下，
他們成立艾希莉．凱莫威茲紀念基金。新中心落成時也表揚艾希莉，向這位奉獻的年輕女性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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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與最新消息
3261 地區﹙印度恰蒂斯加爾邦、中央邦、奧里薩邦的部份區域﹚已經加入獲得完整參加扶輪青少年
交換認證，可以接待及派遣交換學生的名單。
3272 地區﹙巴基斯坦部份區域﹚獲得參加派遣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出國的認證；可以派遣但不可接
待交換學生。
非認證地區的完整名單請參見 http://echo4.bluehornet.com/ct/68957961:31129177007:m:1:994921833:AB
6F9DDC870813387BB0914B7B874EE0:r。

你有扶輪青少年交換的故事嗎？
如果你出國的那一年有故事可說，如果接待交換學生的經驗改變你的生活，如果你透過前受獎人
協會認識新朋友及事業人脈，請告訴我們！將你的故事傳送到 youthexchange@rotary.org。你的故事可
能會刊登在青少年交換通訊、扶輪心聲 (Rotary Vocies) 部落格、或是我們的
「扶輪重新連結」(Rotary Reconnect) 臉書網頁。

投資永久和平
請協助我們在 2017 年以前募集 1 億 5 千萬美金，為扶輪和平中心這項
訓練和平領袖的國際計畫建立一個永久基金。
•
捐款
•
瞭解我們許多冠名捐獻的機會
•
發掘更多支持扶輪和平中心的構想

透過 MY ROTARY 我的扶輪分享經驗和構想
扶輪前受獎人可以透過「我的扶輪」(My Rotary) 的討論群組，和世界各地的扶輪社員及前受獎
人連結。現在就加入討論群組！
•
註冊我的扶輪帳戶
•
與其他前受獎人聯繫
•
找到新的討論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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