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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扶輪兄弟姊妹們：

1885年，倫敦泰晤士報刊載了一系列社論來紀念曾榮獲維多利
亞皇后封為爵士的英國金融家及慈善家摩西斯．蒙地費爾

Moses Montefiore的百歲誕辰。這些社論嘉許他的誠實、慷慨、及
樂於幫助任何貧困的人。有一個故事尤其能反映出這幾點。

　　因為摩西斯是那個時代最有錢的人之一，有人就問爵士，他的
身價有多少。面對這個沒禮貌的問題，他只短暫思考了一下就說出
一個遠低於問話者預期的數字。當然，他的回答引起質疑；他的財
產一定有那個數字的十倍﹗摩西斯爵士只是微笑著。「年輕人，」
他回答，「你不是問我有多少財產。你是問我的身價值多少。因
此我計算一下我今年捐了多少給慈善機構，那就是我給你的那個數
字。你要知道，在生活上我們的身價不過是我們願意和其他人分享
的而已。

　　我們在計算自己的價值時，是以擁有多
少，還是以如何使用，來計算？當我們說每
個人的價值一樣時，我們是否言行一致？我
相信身為扶輪社員即意味著以不同的角度看
待我們的所有資源。以我們所有的資源，
我們所能選擇去做的最大善行是什麼？有
哪些選擇最後將讓我們成為最有價值的
人？

　　在扶輪，我們都知道世界上有許多地
方都亟需幫助。我們都知道我們能透過
扶輪基金會給予多少幫助。我們能改變生
活，我們能恢復希望，我們能打造未來
──如果我們選擇如此做的話。

　　在生活上，事事都是一種抉擇。我們
能選擇對別人的需要幫助視若無睹，各人
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我們也可
以選擇超越地理距離、膚色、語言、衣著
及文化，本著民吾同胞的精神，不忍見死
不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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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Rotary,

In 1885, the London Times ran a series of editorials honoring 
the 100th birthday of Sir Moses Montefiore, the British 
financier and philanthropist knighted by Queen Victoria. 

The editorials commented on his honesty, his generosity, and his 
willingness to come to the aid of anyone in need. One story was 
particularly telling.
Someone once asked Sir Moses, one of the wealthiest men of his 
era, how much he was worth. In the face of such an ill-mannered 
inquiry, he merely paused for a moment’s reflection before naming 
a figure – one that fell far short of his questioner’s expectations. 
Naturally, it was met with an objection; surely he must be worth 10 
times as much! Sir Moses merely smiled. “Young man,” he replied, 
“you didn’t ask me how much I own. You asked me how much I am 
worth. So I calculated how much I have given to charity this year, 
and that is the number I gave you. You see, in life we are worth 
only what we are willing to share with others.”
When we calculate our own worth, do we think about it in terms 
of what we have, or how we use it? When we say that all human 
beings are of equal worth, do our actions follow our words?
I believe that being a Rotarian means looking at all of our 
resources differently. What is the most good that we could choose 
to do with what we have? What are the choices that will ultimately 
leave us the richest?
In Rotary, we are all aware of the great needs in so many parts of 
our world. And we all know how much we can do to help through 
our Rotary Foundation. We can change lives, we can restore 
hope, we can build futures – if we choose to.
In life, everything is a choice. We can 
choose to close our eyes to the needs 
of others, to keep what we have for 
ourselves, to declare the problems 
of others to be theirs alone. Or we 
can choose to look past distance, 
past color, past language and dress 
and culture, and see that people 
everywhere are just like us – and then 
refuse to walk away.

On the Web Speeches and news from
RI President Kalyan Banerjee at

www.rotary.org/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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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部抒寫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於1920年代在巴
黎的體驗和印記 ─ 《A Moveable Feast》。最初版本由海
明威第四任妻子Mary整理，1964年問世；最新的2009年版，
則由海明威孫子編整。海明威說：

　　“倘你有幸年輕時住過巴黎，不論你在何處，她將常隨
你一輩子，因為巴黎是Moveable Feast”

　　“移動的盛宴”成了廣被借用的名句！

　　1920年代的扶輪又是如何景觀？

「真正的」巴黎扶輪社在1921年4月成立• 

歐洲大陸，扶輪波濤、澎湃壯潤• 

扶輪到南太平洋和亞州• 

扶輪從此有“四大服務”• 

移動的盛宴，扶輪
─ 結緣新世代



　　何謂「真正的」巴黎扶輪社？一次大戰時，在巴黎的扶輪社友從
1918年8月起就持續聚會，但從未被正式承認為“扶輪社”。許多在法
國的美軍軍官、外交官及人道機構工作人員，戰前都是扶輪社員，他們
在法國成立了同盟扶輪社。

　　扶輪跨出美國始於1910年代，北美(加拿大)英倫三島(倫敦、愛爾
蘭都柏林)1911，拉丁美洲(古巴)1916。在歐陸推廣扶輪則因第一次世
界大戰爆發而停擺。戰後，扶輪迅速擴展到以前的同盟國或中立國(北
歐、法國、荷蘭、瑞士等)，進軍往昔軸心國的轉淚點則是1923年米蘭
扶輪社將扶輪引進義大利。接著，扶輪社在維也納(1925)、漢堡(1927)
也相繼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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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扶輪有幸在你年輕時與你結緣，

　　　　　　　扶輪將常隨你一輩子。

　　1920年代，扶輪多采多姿地在太平洋開展。「扶輪的馬可波羅」─ 
James “Big Jim” Davidson於1921年受命遠赴澳大利亞及紐西蘭，為
扶輪插旗南太平洋。Davidson和台灣頗有淵源，曾寫了一本廣受好評的
書《福爾摩沙的過去與現在》。緊隨馬尼拉和上海(1919年)，東京扶輪
社在1920年12月成立。隔年，南非約翰尼斯堡及印度也成立了扶輪社。
　　1920年代的扶輪有如當今成立15年左右的扶輪社，成長、前進、擴
展！是國際擴展最輝煌的十年，扶輪以廣植六大洲，50個新國家。另一
個扶輪歷史重要的里程碑在1928年，當年在明尼蘇達州的Minneapolis
年會一致通過以“國際服務”為第四項服務，確立了“Rotary’s Four 
Avenues of Service”。其實早在1924年，中西部密蘇里州Kansas城的
扶輪社即請求RI強調國際服務。可見新思維取得共識乃至實踐，不是一
蹴而成。

　　扶輪在廿世紀破曉年代誕生，廿年代快速移動廣及全球。借用海明
威1920年代的巴黎，既古典又前瞻的扶輪亦如“移動的盛宴”，再讀他
的：

　　“倘你有幸年輕時住過巴黎…她將常隨你一輩子…”

讓我們大聲對年輕新世代朋友們說：

　　“倘扶輪有幸在你年輕時與你結緣，扶輪將常隨你一輩子。”

　　是的，YEP、扶少團、扶青團，在台灣更有耕耘長達36年的中華扶
輪教育獎學金。接觸體驗過扶輪的年輕人是扶輪未來的希望。3480地區
2011-12年度啟動扶輪高峰論壇，主題即清晰定位「台灣小、大世界 ─ 
放眼新世代未來」。

　　扶輪，“移動的盛宴”，讓年輕世代皆能體驗扶輪，是扶輪的榮
幸，也是扶輪的未來！

   David 敬筆

移動的盛宴，扶輪
─ 結緣新世代



扶輪和平與文化講座
Peace & Culture Forum

WHY?  賽德克‧巴萊

時間：2011年10月6日

地點：台北醫學大學 杏春樓

主講人：魏德聖、黃志明
主辦單位：國際扶輪3480地區、

台北醫學大學、台北醫學大學學生會

承辦：地區主講人才委員會

協辦：台北文山社、台北西區社

３
４
８
０
地
區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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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繼“扶輪高峰論壇”在年度開始
(2011年9月3日)以“台灣小、大世界 ─ 
放眼新世代未來”舉行，本地區於2011
年10月25舉辦了扶輪和平與文化講座
(Peace & Culture Forum)。地區總監David
認為針對社會議題和問題，扶輪有必要
發揮其話語權。
　　主題為“Why?賽德克巴萊”，由地
區主講人才委員會主委PP Investment(台
北文山社)承辦，台北文山社和台北西
區社及台北醫學大學協辦。那天北醫大
杏春樓近五百人座無虛席，多為青年學
子及社會人士。黃志明先生講述了“賽
德克巴萊”影片製作過程的曲折艱辛。
魏導親臨和聽眾分享其心路歷程。
　　賽片熱潮為當今焦點話題，而台灣
歷史上這段撼動人心的事件有許許多多
深思和探討的空間。此外，台灣國片的
近年崛起，亦是文化界大事。這場講座
再次和社會接軌，社會脈動和關懷，扶
輪不缺席！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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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家庭親子游泳接力賽暨獨木舟划船接力賽
時間：2011年10月8日

地點：台北市松山運動中心

　　為發揮扶輪家庭委員會之功能，增進扶輪眷屬參與扶輪的活動及增
進扶輪家庭親子間的聯誼，鍛鍊強健體能，促進扶輪家庭成員身心健
康，提倡扶輪眷屬動態休閒生活，藉此游泳比賽與其他扶輪成員之交
流，對團隊合作之重視，達到以泳會友，推廣運動健身之目的，扶輪家
庭成員們更可藉此挑戰自我體能之極限，促進並培養團體精神之共識和
凝聚對扶輪向心力，以期能達到一人參與扶輪全家獲益之目標。

扶輪家庭委員會主委 廖佑霖 PP Fullhouse 主辦

扶輪家庭親子游泳接力賽
暨獨木舟划船接力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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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聯誼會
芥子須彌 - 活化大腦開創人生

主講人：洪蘭教授

時間：2011年10月18日
地點：台北君悅大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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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聯誼會
芥子須彌 - 活化大腦開創人生

３
４
８
０
地
區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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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午10點不到，寶眷聯誼會姐妹們的美麗身
影紛紛出現在凱悅廳的裏裏外外，主委Ruby 正
忙著對活動的細節與場地做出最後的調整和確
認，姐妹們也認真而謹慎的再三核對賓客的資
料，力求精準！姐妹們的高跟鞋踩在地板上發出
的咯咯聲，此時聼在我的耳朵聼倒像是一群蓄勢待
發的紅粉軍團所聼出的戰鼓聲，喀！喀！喀！咚！
咚！咚！加油！寶眷聯誼會的第一場大型活動 
即將登場。

　　11：30分，It's show time! 社友寶眷陸續抵
達，簽名報到大廳熱鬧滾滾，歡笑聲此起彼落，
社友寶眷個個精心打扮，盛裝出席，專業且盡職
的攝影師為出席的寶眷們留下一張張的大合照，
將時空定格，鎖住剎那化成永恆的回憶。快樂的
分子不斷的在空氣中堆積進而被釋放出來，迅速
的擴散到會場的每一個角落，成了餐會佳餚的隱
形開胃菜，正所謂人對了，心情對了，就什麼都
對了！



　　在上帝的眼中，所有身心障礙的孩
子都是美麗的天使，而他們的父母為了
照顧這群孩子，天天要操的心叫做「天
使心」。在你我裡面，願意以愛來擁
抱，樂意以行動來關懷這些家庭的心，
同樣也是天使心。 「天使心」關懷活
動令大家把關愛的眼神投注在照顧身心
障礙者的親人與家人身上，只有父母先
走出來,孩子才有希望! 金錢的關懷實際
卻短暫, 希望未來透過更多社會資源與
專業人士的結合，擴大對全國身心障礙
者父母和家庭的服務，落實對身心障礙
者家庭關懷、輔導與照顧。希望這短短
的20分鐘關懷介紹可以發揮深藏在你我
心中的「天使心」，在不知道如何開始
的情況下, 先從最基本的包容做起吧!!

　　緊接著洪蘭博士在一片熱烈歡迎的
掌聲中進場，沒有多餘的開場白，講話
飛快卻句句清晰，妙語如珠，現場聼聼笑聲
不斷 ，生活中發生的大小事，在談笑
間許多不正確的親子教育方式被悄悄的
改變著，她是教育家 洪蘭 ；演講中所
談到的每一個行為或發現都有一定的實
驗數據或結果來證實與大腦的關聯，有
幾分證據說幾分話，積非成是,忘記改變
的思考邏輯被修正，她也是大腦神經研
究家 洪蘭！

　　洪蘭博士說「改變是大腦的天
性」，也因為大腦有可塑性，所以沒有
不可教的孩子，父母對孩子的態度決定
孩子的命運；更說教養孩子是一門藝
術，你過去的經驗影響你，你今天的表
現影響了你明天的決策，對孩子要多鼓
勵少責罵。  人常說：哪裡跌倒就從哪
裡站起來！洪蘭博士卻認為從哪裡跌倒
代表你的能力不在那邊，要換一個地方
爬起來！對一向要求完美的普羅大眾們,
這真的是一個深具說服力的包容, 讓很
多的不完美結局得到救贖, 終於知道大
腦可決定人的一生,。最後洪蘭博士引用
了證嚴法師說的「山不聼路聼，路不聼人轉，
人不轉心轉」來和大家分享，也為她今
天精彩的演講劃上完美的休止符！
　　一場兼俱感性與知性的寶眷聯誼餐
會在所有與會寶眷的熱情參與下接近尾
聲，我相信大家依依不捨的道別聲與臉
上滿滿的笑意是寶眷聯誼會所有姐妹們
最好的回饋！
　　給Ruby主委的寶眷聯誼團隊按一個
＂讚＂！

新店碧潭社 P.Bosch 夫人 曾美惠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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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職業規劃與展望講座
時間：2011年10月22日

地點：台北市議會

主講人：林泰生、謝炎盛
主辦單位：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

麗嬰房40年林泰生以用人哲學成功經驗
勉勵青少年

　　國際扶輪3480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日昨假台北市議會舉辦「青少
年職業規劃與展望講座」，邀請到麗嬰房董事長以「九彎十八拐」為題
鼓勵期勉青少年。做為一個以嬰幼兒、孩童的需求出發，總是堅持給孩
子最好的，每一件服裝的縫製，更是充滿了母親的用心與無微不至的體
貼。本著「孩子是我們一輩子的事業」為經營理念的林董事長與國際扶
輪社近年加強新世代的服務的精神不謀而合，由他來做為青年新世代的
代言人，深受青少年學子的歡迎；他妙喻人生如九彎十八拐，儘管過程
多變，最後要交出值得回憶的留念，以橄欖球、心理學、德州儀器、麗
嬰房的成功經驗分享他的團隊建立、心路歷程、與經營理念。慕名而來
的數百名青少年齊聚一堂，全程聆聽後咸表對職涯規劃幫助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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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台大心理系畢業的海歸派的
實力，在德州儀器發揮專長歷練人力
資源後，小兒科醫生的母親鼓勵他
經營小孩的事業，毅然創立了代表
和平與希望的麗嬰房，以做為孩子
們的守護天使自許。運用建中、
台大橄欖球隊的精神~建立團隊
堅忍不拔、沉著應對以及運用
板凳理論的深度將麗嬰房帶上
成功，成為嬰幼兒用品的佼佼
者。走過40個年頭麗嬰房已
成功成為東南亞大中華區婦幼
用品的的第一品牌。麗嬰房今年更獲選為台灣百大品牌，林泰生認為建
立品牌不是目的，而是結果。他以堅持來建立品牌文化廣被市場接受。
麗嬰房在大陸市場上界定是通路商的角色，他們介紹很多品牌進大陸市
場。在大陸1,800家的店，則以五大要項：人力資源、資訊技術(IT)、物
流、設計與外包、法務等基礎工程加以管理。對投身婦幼產業充滿法喜
之心，他選擇了這個產業，這個產業也接受了他讓麗嬰房成為嬰幼產業
的精品金字招牌。

　　忙於經營事業外，林泰生不忘回饋社會，歷任台灣連鎖加盟協會理
事長、世界與青年總裁協會會長、前台北扶輪社社長等社團職務，奉獻
心力服務社會。此次受邀前來勉勵青少年，以麗嬰房40年來也不是沒
有挫敗來鼓勵年青人要越挫越勇。社長任內以「圓環物語」戲劇演出來
詮釋角色，感覺自己就是「那些年」劇中的男主角。學校的教育就是讓
學生學習想法與做法，多一項選擇，對人生是加分。因此呼籲青年學子
找到工作時要將腳本演好，做個稱職的員工，敞開心胸打開求職那扇大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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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地帶協調人 謝炎盛前總監 專訪

以自身經驗勉勵青少年正確的職場人生觀

　　一向以崇高的職業道德為社會服務的國際扶
輪3480地區，日前在台北市議會大禮堂舉辦一場
大型的「青年職業規劃與展望講座」，為了幫助
新世代青少年加強對職場的認識與應有的工作態
度，會中特別邀請傑出企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
並提供了寶貴的親身經驗與青年朋友們分享。現
任國際扶輪10B地帶扶輪協調人謝炎盛先生特別受
邀擔任本次講座的主講人。

　　主講人謝炎盛先生從專業知能、職業倫理、敬業精神、品德與操守
等四大主題開始談起，現階段因為網路的發達，世界不再像過去那樣遙
不可及，現在一上線隨時都可以和全世界溝通，所以他特別提醒青年
朋友們現階段要加強語言、電腦資訊與不斷學習新的知識的能力；除此
之外，重視職場倫理常常是青年朋友們所忽略
的，因為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把主管當成導
師，學習互相信任，將會有書本上所學不到的
社會經驗與知識；培養主動、負責、敬業、熱
忱的態度是工作不滅定律，最後品德與操守是
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職場道德。另外他也
從年齡上做分析，說明在20歲時要備好學歷，
30歲要累積經歷，40歲要保持體力，50歲要運
用智力，60歲要有財力。同樣是過來人的謝炎
盛先生勉勵青年學子們不斷的充實專業知識、
正確的工作態度與積極的人生觀才是成功的最
大動力。

　　國際扶輪10B地帶扶輪協調人也是3480地區前總監謝炎盛先生從事
於社會公益不遺餘力，他強調全世界扶輪最主要的兩個服務主軸：一是
人道關懷、一是教育，兩者並列，所以除了捐獻國際扶輪基金高達50
萬美金之外，他也另外開立謝炎盛領導服務獎學金專戶，提供給優秀的
弱勢青年求學的動力；另外在他擔任3480地區總監任內共創立了8個社
(目前3480地區有100個社)，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創立了臺北傳齊扶輪
社，由台北百合扶輪社所輔導，這個社是界定在年輕世代，從國外留學
返臺服務的有志青年所成立的新世代扶輪社。

　　100多年的國際扶輪近年來著重聚焦在服務與照顧青少年，透過與
青少年一起攜手做服務，培養青少年的領導能力與高尚的品德，期許他
們成為世界未來的領導人。

台北百合扶輪社 創社社長CP Naomi

３
４
８
０
地
區
活
動



15

歡迎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
RIPP Bill Boyd伉儷訪台晚宴

時間：2011年10月25日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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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國際扶輪基金會主委
RIPP Bill Boyd伉儷訪台晚宴



   2011/10/15　   YEP
十月份認識台灣文化課程

17

時間：2011年10月15日
上午參觀國立故宮博物院
下午參觀花博夢想館、未來館、
台北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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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仁康醫院開幕 
朝在地醫療理想邁進
台北城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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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訊】2011.10.05

　　新北市再增一間社區醫院─新北仁康醫院今（5）日開幕，解決區域醫療不足現
象，包括朱立倫市長、劉盛良立委及李婉鈺市議員等貴賓都應邀前往剪綵，朱市長
讚許仁康醫療團隊過去34年的服務精神，尤其是在長期照護深獲肯定，值九九重陽
節，市長並代表致贈敬老金給14族的原民長輩。

　　市長朱立倫表示，仁康醫院創
辦人康義勝選擇在九九重陽節開
幕新北仁康醫院別具意義。朱市長
說，過去的醫療觀念著重於急重
症，現代新觀念則重視長期照護。
感謝仁康醫療團隊擴大服務區域範
圍，來到新北市設立醫院，這是大
新店地區的福音。

　　市府衛生局指出，新北市幅員
廣闊、人口數約佔全國的六分之
一，現有人口390多萬人，新店區
也有29萬人，醫療資源有不足、不
均現象，依衛生署統計資料顯示，
新北市每萬人口只有急性一般病床15床，於全國各縣市排名倒數第二，僅高於離島
的金門縣，距全國平均值32床還有很大的努力空間。

　　市府為促使醫療資源分布均衡，提高就近就醫，已積極在三重、蘆洲、土城、
樹林等人口稠密區域新設、擴充醫院，新店區除了新北仁康醫院外，新店耕莘醫院
安康分院也將在102年3月31日開業，提供鄉親優質醫療服務。對於偏遠地區市府也
積極規劃提供巡迴醫療服務，以實現在地醫療的理想。

　　仁康醫院表示，新北仁康醫院門診設有內科、外科、骨科、復健科、家醫科、
健康檢查、營養諮詢，未來預計增加減重門診、戒菸門診、糖尿病共同照護網、心
理諮商、社工輔導、居家照護、病友會等服務。

　　新北仁康醫院院長羅嬌芳表示，醫院並設有急性病床20床，解決現今安坑地區
民眾就醫不便，病床數不足的問題。同時配合政府政策，積極落實10年期長期照護

計畫，提供慢性病的長期照護服務。即日起
開放民眾入院參訪，預計在十月中旬接受預
約掛號，為民眾服務。家中若有需要全天候
專業護理照護的長者，不妨利用這段時間預
先參觀護理之家各式房型，有單人、雙人套
房。

　　值得一提的是，典禮中，台北城中扶輪
社特別致贈新北仁康醫院5台電動代步車，
嘉惠就醫行動不便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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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龍峒、保安扶輪社  
社區服務日

台北大龍峒社、台北保安社

【中時電子報】2011.10.13

台北大龍峒扶輪社 社區服務行善天下

    「台北大龍峒扶輪社」為響應實踐國際扶輪「人道關懷行善天下」之年度服務目
標及落實深耕社區與關懷弱勢族群之服務宗旨，結合國際扶輪3480地區保安扶輪社
及6個協辦社與台北市大同區6個學校、大同社會福利暨老人服務中心及2個里辦公室
所，協助舉辦之創社10周年紀念活動「大龍峒社區服務日」，此活動預計將有千人
以上的社區民眾參與，主要關懷對象為社區低收入家庭學童、獨居老人。

    當天10月15日(星期六) 下午13:00-17:00，主辦單位將捐贈物品計有米糧(每人5公
斤白米或燕麥片、阿華田營養食品)、禦寒毯被、全套盥洗用品(香皂、牙膏、牙刷、
毛巾)、原子筆，及飲用水等給社區經濟弱勢家庭、人士及台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
理輔導與收容街友的「平安居」，並邀請小林、彩登、王俐人美容集團十數位美髮
師於現場實施義剪，衛生單位提供健診及勞工局的就業輔導等服務，且為鼓勵年青
世代加入關懷社區之服務工作，特別安排學校社團與原住民文化樂舞團隊參與系列
演出活動並穿插摸彩助興，園遊會中提供豐盛台式地方點心小吃。

    大龍峒扶輪社第十屆社長林孟
克表示，藉由公益活動深入社區且
貼近民眾，並擴大加強對弱勢家庭
的服務能量，具社區傳揚效果，有
助於激發民眾對社區事務的熱忱與
責任感，逐步凝聚向心力量，攜手
同心為營造一個關懷弱勢、扶助貧
病、互助合作與安和樂利的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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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與北教大送愛心 
贈鋼琴給多所學校
中和圓通社

【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愛心鋼琴捐贈緣由

因為一句話，成就中和圓通扶輪社贊助本校鋼琴搬運

    本校負責惜物網業務的總務處保管組同仁說，今年四月間，鄭傑仁先生透過臺北
市惜物網，拍得本校圖書館13座期刊架。因為數量多須分兩次搬運，第一次鄭先生
和員工一起搬，裝滿了一輛小發財；第二次鄭先生自己來搬，可以感受到他的熱情
和誠懇。保管組賀組長詢問他的動機和經歷，他說買來送給苗栗地區的小學使用，
因此得知鄭先生經營威信旅行社，目前是中和圓通扶輪社秘書，他說他經常上惜物
網尋找適合的物資，拍到後自己整理、再運送給適合的人或機構。而且鄭秘書透漏
扶輪社一直在做社區服務。

    八月中音樂系報廢10台鋼琴，總務長指示要將鋼琴贈給需要的單位，保管組在徵
詢需要單位時也詢問鄭秘書，他很爽快的就來看這些琴、拍照、經由中和圓通扶輪
社每月的例會討論，要加編經費來搬運這批鋼琴。因為多問了一句話，中和圓通扶
輪社願意和本校一起辦理鋼琴的再利用。本校這次捐贈10台鋼琴，將送至新北市錦
和國中、錦和國小、臺中烏日國小、臺中高美國小、臺中旭光國小，及慈心會花蓮
等地區教室。

    運送鋼琴至需要的學校，是件昂貴又不浪漫的任務，負責搬運的人員已經來看過
2次，10月15日週六向臺北市交通大隊申請路權，要用吊車由音樂館2樓吊至校門圍
牆外，是一件不小的工程。

    再次感謝中和圓通扶輪社社長及所有成員贊助本校愛心鋼琴搬運。希望未來本校
和中和圓通扶輪社再一同響應愛心鋼琴再利用的契機，讓本校的鋼琴捐贈成為又浪
漫又能造就音樂人才的管道。

中和圓通扶輪社與台北教育大學為社區做服務，贈送鋼琴給多所學校讓學生培養更多音樂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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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80地區　中和圓通扶輪社】

音樂藝術傳遞愛心

　　國際扶輪社3480地區第六分區中和圓通社為響應今年度國際扶輪口號「人道
關懷、行善天下」，集結教育資源－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共同主辦愛心鋼琴捐贈活
動，計捐贈給新北市錦和國小、新北市錦和國中、台中烏日國小、台中高美國小、
台中旭光國小各一台、花蓮慈心會五台(總計十台鋼琴)。並於2011年10月13日(星期
四)早上10:00於台北市立教育大學(北市愛國西路1號)舉行捐贈儀式，由臺北市立教育
大學劉春榮副校長與中和圓通社2011年度社長陳家昇代表捐贈。逐步實現未來願景
計劃(Future Vision Plan)六大焦點中的「經濟及社區發展」領域之願景計劃。社長陳家
昇表示未來將長期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建立相關愛心捐贈機制，持續發揚扶輪之精
神。

【大紀元2011年10月15日訊】

扶輪社與北教大送愛心 贈鋼琴給多所學校

　　中和圓通扶輪社關懷社區及小朋友的教育發展，集結臺北市立教育大學所提供
捐贈之十台愛心鋼琴，轉贈給新北市錦和國小、新北市錦和國中、台中烏日國小、
台中高美國小、台中旭光國小各一台鋼琴，其餘五台捐給花蓮慈心會，讓音樂的種
子在校園繼續傳承與發展。

　　扶輪社友及受贈單位代表於13 日在台北市立教育大學舉行捐贈儀式，由中和圓
通扶輪社社長陳家昇代表捐贈，受贈單位也感謝台北教育大學及扶輪社的愛心。社
長陳家昇表示未來將長期與臺北市立教育大學建立相關愛心捐贈機制，並逐步實現
扶輪社未來公益計劃著重的「經濟及社區發展」領域，持續發揚扶輪精神。

　　由於中和圓通扶輪社隸屬國際扶輪3480地區，曾擔任台北醫大校長的國際扶輪
3480地區總監胡俊弘及祕書長劉思楨非常關心教育問題，也特地參加捐贈儀式。總
監胡俊弘談到，很高興看到中和圓通扶輪社為社區服務，而教育也是扶輪社特別關
心的重要傳承，其實該地區上百個扶輪社都在做各種公益服務，希望能幫助更多人

讓社會更加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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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05台北西北區&玉泉社

20111007新店社

20111012台北金龍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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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012台北金龍社

20111026台北亞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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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龍峒暨保安扶輪社  
社區服務日記
台北保安扶輪社 社長 蔡瑞楨PHARMA

　　大龍峒扶輪社成立十年以來，每年十月份的社區服務日活動，結合學校、里民
舉辦各種文藝表演、競賽、義診、義剪、義賣，在地小吃美食等園遊會方式，已成
為社區文化活動的一部份，深受期許。

　　今年我們擴大舉行，分頭拜訪了大
龍峒地區各級學校（包括明倫國小、大
龍國小、大同國小、重慶國中、蘭州國
中、啟聰學校等）、區公所社會扶助單
位、各里里長、轄區內救濟機構，說
明希望結合社區、學校，藉由舉辦園遊
會及發放賑濟物資，讓弱勢族群能感受
到社會之溫暖，激勵弱勢族群奮發向上
的意志，共同來營造社區意識。在普遍
獲得肯定與認同，並同意協助造冊提供
獎助對象後，我們發起社友及地方善心
人士、團體籌措經費與物資，規模預計
扶助千餘戶。物資包括精質白米、阿華
田、桂格三合一燕麥片、禦寒毛毯、衛
生用品(香皂、牙膏、牙刷及毛巾)、礦
泉水等。

　　我們也募集了千餘份的摸彩品，讓所有與會的來賓及獎助對象能盡興，包括兩
輛自行車、微波爐、各種小家電、日常民生用品、禮券等。轄區各級學校，藝文團
體也分別參與園遊會表演節目，並發動學校師長、家長、里民作服務義工。熱心的
里長出錢出力，提供炒麵、米粉湯、貢丸湯等熱食，轄區許多西點店家也提供小餐
點，麥當勞也提供紅茶及小朋友玩具。還有小林髮廊、彩登599、王俐人髮型美容，
提供義剪。現場也擺設了兒童遊戲區，分送小朋友氣球玩具、棉花糖、紅豆餅等。

扶
輪
心
聲

物資發放

表演節目

義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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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日萬頭鑽動，盛況空前，現場共計規劃有30個攤位，包括社友/里民/學校/來賓
註冊報到區，義剪區、義賣區、摸彩區及各種賑濟物資發送區，各種小吃攤區等，
大同區健康中心也在現場作健康篩檢服務。各個活動攤位人潮井然有序，表演區，
滿座觀眾鼓掌喝采，興致昂揚；遊戲區，小朋友嬉戲吶喊，興高采烈；義剪區，美
髮師快意揮剪手藝熟巧；熱食區及點心區，人人啖得津津有味，個個笑逐顏開；社
區居民扶老攜幼，拎著獎助物資，摸彩獎品，熙來攘往，整條大龍街喜氣洋洋，歡
樂滿滿。長官、來賓、仕紳、耆老們均感佩有加，PP Consultant總攬籌劃，可謂居功
厥偉。

　　俗話說：施比受有福，誠然。相信吾人皆希望作”愛
與關懷”的付出者。是日，小弟致辭說”人道關懷 行善天
下”，不應該祗是一個年度主題，而應該是扶輪人一輩子追
求”自我實現”的志業。眼見是日參與活動的所有來賓、
社區住民、學校同學、小朋友、外來遊客皆笑靨燦爛，充滿
喜悅。人與人間都非常客氣友善，十分謙恭有禮。DG David
說：這不就是一幅清明上河圖景況。聼以為追求幸福與快樂的
泉源來自慈悲行善，救濟急難，敦親睦鄰，廣結善緣。這就
是吾人一生最重要的修行功課。

大龍峒社、保安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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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80地區
2011-12年度總監 胡俊弘 
DG Dav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