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喜大會圓滿成功

3470 地區年會紀要
撰文
3470 地區年會已於 3 月 5 日結束，亦完
成地區旗幟的交接，DGE Former 以傳統廟會
八家將之熱鬧陣容，承接 3470 地區未來一年
向前走的重任，同時也讓 DG Jack 所負的重擔
減輕大半。當然，DG Jack 代表 3470 地區所有
社友暨寶眷，感謝 RI 社長代表 PDG Quanchai
Laohaviraphab 的蒞臨，PDG Quanchai 來自泰
國 3330 地區帕巴登扶輪社，是泰國扶輪界的
明日之星，他提出許多寶貴的建言；另外有姊
妹地區韓國 3670 地區禹總監賢伉儷暨團員，
遠從國外特地來分享我們的成果；友好地區
美國 5890 地區總監 Eric Liu 率領 10 位社友、
3510 地區 DG Chrming 伉儷、PRID Jackson、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PDG Trading 等貴
賓參與盛會，真是貴客盈門。
DG Jack 回憶一年之前，自 IPDG Pedi 手
中接下地區旗幟的心境，當日在社友及寶眷、
報馬仔、電音三太子等炒熱接旗的場面，當時
站在台上的內心是悸動、是戰兢的，尤其雙肩

3470 地區秘書長 施育地 DS Roger

特別感到沉重，腦中盤旋著「我與地區團隊準
備好了？能承擔地區往前邁進的重責大任？」
思索多日，失眠多日，偶然看到老子之言「清
者濁之源，動者靜之基，人能常清靜，天地悉
皆歸」，內心霍然開朗「陰極而陽至，必須放

歡迎 RI 社長代表蒞臨會場由 PDG Kent 前總監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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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姊妹區韓國 3460 地區蒞臨地區年會與總監及嘉義北回社合影

空、再充滿」，3470 地區是優秀、質樸的，
只要啟動社友的草根因子，必能舞動社友服務
的熱誠，何況所組的團隊、助理總監、社長是
這麼優秀，深信「只要指引方向，地區全體社
友必能達標」。

歡迎美國休士頓 5890 地區團隊蒞臨地區年會

2016-17 年度國際扶輪主題「扶輪服務人
類」，充分顯現扶輪的核心價值：找出社區的
需要，提出滿足需要的方法，親自來完成它。
總監團隊幾經討論與評估後，逐設定四個年
度目標，即社員人數紮實成長、扶輪基金的捐
獻必要突破窠臼、偏鄉線上遠距教學計畫、全
區使用扶輪中央系統。DG Jack 利用地區訓練
會、授證交接、公式訪問的場合，以傳教士的
精神宣導這四個目標及達成目標的策略。這段
時間，3470 地區社友的努力，有達標嗎？有
豐碩的成果？ 3470 地區全體社友應是以驕傲
的、大聲的說：Yes！「這一年，經由地區所
有社友及寶眷的努力，幫助地區脫離安全舒適
的車轍，開創一個新的局面，成果是豐碩的」
國 際 扶 輪 3470 地 區 涵 蓋 雲 林 縣、 嘉 義
縣、嘉義市、台南市、澎湖縣，人口約 348.7
72 臺灣扶輪 2017.5

萬，地處嘉南平原，是台灣的大穀倉，農地的
非農業使用審查程序非常嚴格，導致工商業不
甚發達，僅有零星工業區及大批的地下工廠，
在台灣屬經濟水平弱勢地區，扶輪社員的招募
是有困難度。接任總監之初，肩負繁體中文成
為官方翻譯語言的巨大壓力，與總監
團隊商討後，社員成長以穩定成長、
實質社友的策略，即推動「衛星扶輪
社」的成立，衛星扶輪社是每月 2 次
例會，可以利用收取較低的社費來吸
引年輕族群成為扶輪社友，結果策略
是成功的。本地區於今年度 7 月 1 日
開始，有 58 個扶輪社、1 個衛星扶
輪社，社友人數 2,131 位。大家同心
協力打拼的成果，截至 106 年 2 月 28 日，有
58 個扶輪社、經 RI 核准的衛星社有 17 社。2
月底，RI 公布地區的總社員人數，3470 地區
是 2,759 位，社員實際成長人數 628 位，台灣
7 個地區社員成長的排名是第二位。
3470 地區社友對扶輪基金會的捐獻，多
年來都維持在美金 25 萬元上下，2015-16 年

地區年會前置作業，扶輪大循環從 1 數到 10 資料
袋整裝完成

地區青少年交換學生

會場座無虛席

度，經 IPDG Pedi 團隊的努力，年度總捐獻上
升到約 33 萬美元，今年是扶輪基金會成立百
週年，為了突破舊窠臼，總監團隊採取二個
策略：一是鼓勵巨額捐獻，一次捐足 1 萬美
金，或是鼓勵社友多盡點力氣，將累積捐獻衝
到 1 萬美金，幸運的，今年度地區有 23 位巨
額捐獻社友；一是鼓勵各社申請各項獎助金服
務計畫案，藉著社友的服務熱誠來達到捐獻的
目的。二項策略的運用，社友承諾捐獻的總金
額約 52 萬美元，捐獻金額大幅的成長，也因
積極推動服務計畫，地區獎助金有 23 個申請
計畫案；全球獎助金為主辦社的計畫有 5 件，
已有 4 件核准。中華扶輪獎學金也大幅成長，
因之，基金方面的各項目標均大幅超越，3470
地區可望脫離車轍，開創新的一頁。
年度計畫「偏鄉遠距線上教學計畫」，
利用網路遠距教學方式：由社友訪問偏鄉地區
小學的主管，調查學校配合本計畫的意願，當
學校有意願、又有弱勢學童時，即為本計畫的
目標學校。經過地區全體社友的幫忙，參與計
畫的小學有 58 所，接受輔導的小學生有 968

地區年會鉅額捐獻榮譽得主

位。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澎 湖 縣 總 共 有 11 所 學
校、308 位小學生參加此計畫」，該縣教育主
管表示，許多國中學生連 26 個英文字母都不
會唸，難道這些學生不應該受到照顧？難道他
們不能享受好的教育資源？此項計畫預期可讓
離島七美、望安等地區學童獲得關懷，只是澎

邀請民歌王子王瑞瑜演出公益晚會並捐出餐費 20
萬元關懷腦性痲痹兒童

臺灣扶輪

2017.5

73

青少年交換表演

風俗民情，回答觀眾的問題，是非常吸睛
的隊伍。主辦單位「燈會期間估計參觀人
次達 1 千 3 百萬」，扶輪主題燈當然吸引
很多觀眾的瀏覽，使扶輪社友在各國所做
的社區服務，讓更多社區人士了解，讓更
多社區人士參與扶輪。
今年我們地區已建立完整的領導傳承
制度，DGE、DGN、DGND 都順利產生，
地區的事務會更紮實。今年 DGND 首次以
各社直接選舉產生，使地區領導人更符合
民主程序，讓區務的運作將更順暢。
地區年會已圓滿完成，感謝籌備主委及總
監團隊的無私付出，有你們真好！

湖地區有 8 間學校 195 位學生，因東北季風無
交通船，尚未參與計畫。澎湖扶輪社與馬公扶
輪社正在積極處理中。擔任輔導任務
的大學生，參與計畫的大學有嘉義大
學、環球技術學院、成功大學、台南
應用科技大學、嘉南科技大學、長榮
大學、嘉義高商、佳里高中等 458 位
大學、高中生參與輔導計畫。總監辦
公室已提供耳機 402 個、視訊鏡頭 416
個、個人電腦 10 部。計畫目前繼續進
行中，同時本地區 DGE Former 亦承諾
將延續此計畫，讓遠距教學得以延續。
3470 地區今年度運氣特別好，台
交接會旗太鼓表演
灣燈會舉辦 27 年了，今年由燈會的原
鄉――雲林來主辦，
總監團隊大膽挑戰往
昔扶輪行善不欲人知
的封閉心態，召集全
台灣的扶輪社友共同
集 資， 在 台 灣 燈 會
「吉鳴雲揚」展場
中，設計一座強調台
灣的扶輪公共形象主
題燈，元宵節前一天
的晚間，由台灣地區
七位總監率領社友舉
行點燈儀式，燈會期
間由 Inbound 的外國
學生輪流解說該國的 Jack 總監與 Former 總監當選人交接地區年會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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