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監
月報 Rotary Interational District 3480

Governor's Monthly Letter

12
新社員扶輪體驗心得分享大會



扶輪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 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 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 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Of the things we think, say or do:
Is it the TRUTH?11 
Is it FAIR to all concerned?21 
Will it build GOODWILL and 31 
BETTER FRIENDSHIPS?
Will it be BENEFICIAL to all 41 
concer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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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愛的扶輪兄弟姊妹們：

八月下旬畢諾妲Binota 與我到迦納，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副
主委山姆‧歐庫茲托Sam Okudzeto 及熱心的當地扶輪社員

們帶我們去參加一項水計畫的剪綵，地點在阿布提亞泰提(Abutia 
Teti)的一個小村莊，離首都阿克拉(Accra)大約60 英里。我們抵
達時大約早上11 點，發現似乎整個村子的人都跑來迎接我們。每
個人都從一大早就在那裏等著歡迎我們。以往，婦女們必須提著
桶子，走3英里的路去從一條河取水。現在他們可以就在村子裡的
深水井取得安全、乾淨的水。那是一個由扶輪及美國國際發展署
USAID合作辦理的計畫，雖然簡單但效果很好。但是那一天最讓我
們驚訝的是家庭：每家的男人、女人、及兒童都來了，他們又跳又
唱地歡迎我們。這個情景讓我們想到全世界各地的人們結合成一個
個家庭，這些家庭又結合成一個個社區。

　　我們很高興看到這種現象，因為這個扶輪年度的第一項服務重
點就是家庭，因為家庭是一切的開始。家庭是生活的開始，我們的
每一天從家庭開始，因此我們的扶輪服務也必須從家庭開始，因為
社區以及扶輪的基本元素是家庭，而不是個人。

　　我的首要之務之一便是鼓勵
家庭參與扶輪服務。我深深感覺
扶輪絕對不能妨礙扶輪社員與家
人之間的關係。扶輪的服務應該
使一家人的關係更親近。對我而
言，如果我不能帶畢諾妲和我一
起參加扶輪活動，結論很簡單-
我就不去﹗扶輪不只是我個人
的；扶輪是我們兩個人的。這就
是為什麼我鼓勵各地區要歡迎扶
輪社員的家人參加地區年會，邀
請配偶及子女參與服務計畫，並
且規劃會議時間時要考慮到社員
們的家人。扶輪社員的家人參與
扶輪越多，今天及明天的扶輪就
越會茁壯興盛。

　　何謂扶輪？扶輪包含很多
事，其核心在於：愛你的鄰居如
愛你自己。扶輪在於愛，那個愛
必須從我們及和我們最親近的人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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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Rotary,

In late August, Binota and I were in Ghana, where Rotary 
Foundation Trustee Vice Chair Sam Okudzeto and 
enthusiastic local Rotarians took us to the ribbon-cutting for 

a water project in a little village, Abutia Teti, about 60 miles from 
Accra. We arrived at about 11 a.m., and the whole village seemed 
to be there. Everyone had been waiting since early morning to 
welcome us. In the past, the women had to walk over 3 miles to 
carry pails of water from a river. Now they had a supply of safe, 
clean water from tube wells in the village itself. It was a simple but 
effective project in which Rotary and USAID had worked together. 
But what struck us most that day was family: The men, the 
women, the children were all there together, dancing, singing, and 
welcoming us. It made me think about how everywhere around the 
world, people come together in families, and families join together 
as communities.
And this made me happy that the first of our emphases in this 
Rotary year is the family, because the family is where everything 
begins. It is where life begins, it is where our day begins, and it is 
where our Rotary service must begin. Because it is the family, and 
not the individual, that is the building block of the community – and 
of Rotary.
It is one of my great priorities to encourage the involvement of 
families in Rotary service. I feel incredibly strongly that Rotary 
should never, ever come between the Rotarian and the family. 
Rotary service should be something that brings the family closer 
together. For myself, if I cannot bring Binota with me to a Rotary 
event, it’s simple – I don’t go! Rotary is not just for me; it is for 
both of us. This is why I encourage districts to welcome families 
at district conferences, to involve spouses and children in service 
projects, and to plan meeting times with families in mind. The more 
that families are involved in Rotary, the more Rotary will thrive – 
today and tomorrow.
What is Rotary about? It’s about so many things, but at its core, 
Rotary is about these words: Love your neighbor as yourself. 
Rotary is about love, and that love has to start with us – and with 
those closest to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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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rotary.org/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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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是市場經濟的基石”

　　“市場就像雨傘，要用它就要先得打開它”

　　上述兩句來自經濟經濟學家薛琦博士的書《經濟聊天室》。兩個關鍵字
“開放”和“雨傘”觸動了連結，應用到扶輪發展：

女性社友、活力扶輪••

“小而美”社聯誼合作••

　　扶輪百年風華，創立於1905年，一直都是“Men Only”。要求允許女性
加入扶輪的意見在1970及1980年代多次立法會議開始發聲，雖未通過，但投
票結果越來越近通過。

　　1987年另一個「五四運動」改變了扶輪傳統！

　　當年5月4日，美國最高法院以7比0的表決同意加州杜阿泰扶輪社的主
張，扶輪社屬於“事業組織”，RI不能只因讓女性入社，就撤銷該社的加盟
證書(該社在1978年允許三位女士入社，RI撤銷其會籍)。接著，1989年立法
會議通過了RI理事會提出的一個制定案(將RI章程文件中“男性”這個字刪
除)。

傘的啟示
─ 開放帶來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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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今將近1/4世紀，扶輪多元化的特質，因女性社友加入更加豐
盛，也為扶輪增添新動能。女性扶輪社友的表現和貢獻更是有目共睹，
且看下列資料(3480地區)：

1991年，第一個全女性社“台北芙蓉社”成立••

2004-05年度，第一位女性總監DG•Michelle•(台北永福社)••

2012年3月31日止，女性社友佔全體社友約19.6%••

2011-12年度，女性社長共22位，佔全體社長約21.7%••

RI在2008年有第一位女性理事Catherine•Noyer-Riveau••

　　另一個“Men Only”的例子是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建校起229年間
一直都拒收女學生。1983年起跨出一大步，招收一般的本科女學生。

　　每思及此，扶輪海納百川，而“Men Only”的思維有其歷史和社會
背景。扶輪開大門，廣納英才是扶輪歷史的重要里程碑。

　　傘用來遮陽避雨，可一個人獨自撐傘，亦可讓多人共用一傘，有謂
傘字有四個人字，象徵人氣旺盛。傘和扶輪發展又有何關連？本年度，
以“傘”的概念，地區推動“小而美”社聯誼合作。透過較緊密的聯
合例會、聯合服務活動、善用資源，以及邀請例會演講者、例會規模氛
圍較之“小而美”社個別運作加分不少。進而為吸引新社友營造有利環
境。

　　地區秉持RI方針，努力嘗試推動人數少的社合併。近年，企業合併
成為風潮，成功者不少，但合併後，個別企業文化的調適融合亦有難
處。扶輪每個社有其歷史和榮譽感，必須尊重。以再分區為例，感情因
素要重視，總以共識成熟、水到渠成為最高指導原則。

　　政治體制有所謂“屋頂理論”如聯邦或邦聯制。傘和屋頂有所不
同，“傘”較“屋頂”有彈性。傘有階段性功能，總不能永遠聚在傘
下。傘讓各社相互扶持，累積個別能量，各社仍應有本身發展的目標。
經由較緊密的共同例會、共用硬體和人力資源，分擔開銷。因認識而有
共識，未來合併或許亦為可行的選項。

　　“傘模式”提供“小而美”社階段性發展的平台，一切出於自願，
期盼以3-5年的努力，每個社成長發展、蒸蒸日上。我們給予高度支持
和鼓勵。

　　“傘”要打開、“開放”帶來機會(Open•Leads•Opportunity)

   David 敬筆



新社員扶輪體驗
心得分享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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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社員教育委員會於11月5日星期六上午假台北圓山飯店10樓國際廰，舉辦2011-12
年，結合了扶輪家庭委員會在長春廰同時舉行，受到社友們熱烈參與，共同分享了三小時
的扶輪體驗心得。

　　為了讓大家從容參加，8:30才開始報到，開幕式由司儀PP ID和 CP Kay宣佈，圓滿社
歌詠隊的「這是咱的扶輪社」三首歌以又唱又跳的方式，帶動大家精神抖擻的開啟了這
次大會。總監DG David首先讚揚這次活動主委PP Rubber的用心與創意，將原來「新社員
教育委員會年度訓練大會」生硬的名詞，改成活潑的「新社員扶輪體驗分享大會」，還
一報到就人人領取精美的扶輪知識小冊子，言簡意賅道盡一個扶輪人應有的基本扶輪知
識，是口袋型攜帶方便，隨時可翻閱學習。又看到這次特地舉辦扶輪心得徵文比賽，在
幾十篇的徵文稿件裡面，擇優編輯成冊讓大家分享，用心良苦值得敬佩；此次活動靠著
主委PP Rubber及委員們動員宣導請託，使國際廳可以滿座，值得大家熱烈鼓掌。 今天邀
請到兩位當今扶輪重量級的Speaker，相信與會社友必有崇隆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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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登場的是RC Electronics，
他首先恭喜新社員能有機緣成為
我們扶輪大家庭的一員，如數家
珍介紹國際知名的扶輪社友，包
括首次登陸月球的阿姆斯壯、英
國首相邱吉爾、柴契爾夫人、美
國總統約翰甘迺迪、羅斯福、
麥克阿瑟將軍、華德迪士尼、
德國哲學家史懷哲、發明飛機
的萊特兄弟…頓時感覺自己有
與榮焉。他簡明透徹扶輪文化
精髓，扶輪人不分新舊、不分
老少、不分大小，大家機會平
等，參與扶輪的態度「不比較
不計較」，「相央無推辭，無
叫無相爭」，勉勵大家進來學
習，出去服務，服務越多，享
受越多的信念，大家努力交朋
友、做公益、立志作一個快樂
的扶輪人。

    緊接著PP Sports分享著他
從一個扶輪新鮮人，到扶輪中
堅幹部所走過的扶輪路程，新
社友，社友，現職委員、小主
委、五大主委，社內理事、副
社長、社長當選人、社長，多
年來身為扶輪人的學習心得，
他也勉勵新社員將來要勇於走
出自己的社，來參加地區的活
動，投入更多的服務，讓加入
扶輪的理想永遠熱情洋溢，扶
輪路上可以收獲滿滿的。

　　在半個小時的休息中，大
家盡情享用咖啡、點心，看到此
次主辦單位的委員們忙著引導秩
序，分發餐盤茶具，幫大家倒咖
啡，著實也讓大家看到扶輪人隨
處超我服務、快樂服務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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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3520地區IPDG Antonio的吸引
力，在咖啡後幾乎沒人中場離去，欣賞
著大金冷氣式的幽默涼爽，令人難忘
很會變魔術的Speaker，他主張扶輪要
有教人不想離去的致命吸引力，就是要
讓扶輪成為一種生活的方式，變成一種
思維的態度，建立成一種心靈的境界。
他說當一個扶輪人，要強壯要生存就非
變不可，只要想法改變，作法改變，結
果就跟著改變，他更以「弱肉強食，適
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告誡我們處在國
際叢林中若不努力變革，就可能會被獅
子吃掉，暗喻扶輪社友若不求新求變求
進步，就會被被獅子吃掉被國際獅子會
超前！所以他強調唯有身心靈的提昇，
才能使自己像個有扶輪文化氣質的扶輪
人。

朝陽社PP Appraiser分享了他從新參加扶
輪到擔任社長過程中，學習→成長→服
務→受益→回饋的一系列認同扶輪的體
驗心得，他特別提出要強化守時與家庭
觀念，要用心聆聽每一次的演講，勉勵
每位新社友都要自我期許是未來的扶輪

領導人。

    徵文比賽第一名的西區社Robin代表
道盡了新社友的疑惑與願求，莞爾提起
曾經把扶輪的徽章當成是輪車工會的標
識，及今日能夠一窺其堂奧，自從加入
扶輪大家庭，受到呵護照顧，五年來和
社友們互動良好受惠良多，分享一個
新社員成長、成熟、引以為傲的點滴寫
實，真正是扶輪深刻體驗的心得。

    扶輪知識問答，在PP Harrison和PP 
Shine的主持下，把今天的分享大會活動
掀起了另一波的高潮，對扶輪知識有了
更即時體認，對當天所分發的扶輪小知
識冊子，當下倍感受用極了，從問答當
中，讓大家學習不少扶輪知識，當然也
發出了不少主辦單位精心準備的獎品。

    最後在活動主委PP Rubber的感謝、勉
勵聲中，和著與會社友的滿意掌聲，逐
一領取全程參加獎品，大家都歡喜心、
圓滿意此次分享大會。

大會執行長 龍山社PP Sam 側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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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地區社長秘書會議

時間：2011年11月19日

地點：中國科技大學格致大樓 9樓 國際會議廳

主講人：拉卡‧巫茂 (阿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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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P
十一月份認識台灣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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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深來台交換學生對台灣文化的認識，特闢『Inbound學
生認識台灣文化課程』，結合台灣各界文化、藝術資源，敦聘資
深教師指導學生，藉此讓交換學生深刻體驗台灣文化，使其一年
的交換計劃更為豐富。

十月份活動為十分天燈、十分幸福鐵道懷舊之旅。

Schedule:
十分老街導覽　Shi-fen Old Street
十分寮瀑布　Shi-fen waterfall
天燈製作及施放　Making and flying Sky Lantern
觀賞平溪十分幸福電影　Watching Movie

   201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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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P
十一月份認識台灣文化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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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
青少年交換博覽會

時間：2011年11月20日

地點：台北市立中崙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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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P
接待家庭及顧問第二次講習會



扶輪社捐復康巴士
給金門縣立福田家園 
金門社、第五分區等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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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1年11月07日訊】

　　國際扶輪3480地區金門扶輪社、西門扶輪社、大同扶輪社、信義扶
輪社、中興扶輪社、城西扶輪社、文山扶輪社、芙蓉扶輪社、新起扶輪
社暨香港的國際扶輪3450地區香港都會扶輪社、香港城北扶輪社、半島
旭日扶輪社等十多個扶輪社，於11月5日共同捐贈復康巴士壹輛給「金
門縣立福田家園」，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就醫、外出、社區適應、就學等
需求，並接送金門地區身心障礙者前往接受日間托育服務及協助身心障
者參與社區多元化之活動。

　　國際扶輪3480地區總監胡俊弘
及秘書長劉思楨、金門縣副縣長吳
友欽、金城鎮鎮長石兆日等貴賓也
出席該活動。金門扶輪社社長涂凱
津指出，「金門縣立福田家園」是
一個專門提供照顧訓練服務6至64
歲身心障礙者之社會福利機構，其
服務對象主要為領有身心障礙者手
冊之中度以上之身心障者，因行動
不便者對日間托育及就醫需求甚為
殷切，必需仰賴復康巴士，才能協
助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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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擔任台北大同扶輪社社
長的台北市議會副議長周柏雅也
提到：「金門縣福田家園」地處
離島，社會資源取得不易，能為
金門地區身心障礙者服務，讓他
們能有重返社區的機會，並創造
獨立自主的生活，是台北及香港
的扶輪社員的共同期盼，也希望
透過該項捐贈，表達扶輪社對弱
勢族群之關懷。

　　「金門縣立福田家園」非常感謝金門扶輪社及遠從台北及香港的社
友們，特地送愛心來金門，傳達著『人道關懷、行善天下』的社會服務
精神。為能落實此用意，將此復康巴士除本身使用外，特別增加使用於
金門社區中，也投入社區復康巴士接送使用，讓更多的身心障礙者可以
透過一通電話，就可以得到接送就醫、外出的服務，讓更多金門地區的
身心障礙者受益，也得到與社會接觸、外出就醫的機會，並能減少因行
動不便造成的遺憾，也讓「金門縣立福田家園」能充實提供金門地區復
康巴士服務，嘉惠金門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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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愛地球、永續新生活 』
愛心園遊會
第三分區、第八分區等扶輪社

扶輪社舉辦愛心園遊會助弱勢團體

【大紀元2011年11月07日訊】

　　國際扶輪3480地區十個扶輪社，上週末於天母運動公園舉辦『減碳
愛地球、永續新生活 』愛心園遊會活動，以公益結合趣味運動及園遊會
方式呈現，當天約有七十多個攤位，包含許多公益團體也參與其中。扶
輪社鼓勵大家獻愛心做公益，也希望喚起社會對於弱勢族群的關懷，以
及對於環境保護、節約能源的重視。

　　活動是由國際扶輪3480地區台北西北區扶輪社、城北扶輪社、朝陽
扶輪社、蓬萊扶輪社、北新扶輪社、玉泉扶輪社、大同扶輪社、永樂扶
輪社、景福扶輪社、城中扶輪社等十個扶輪社共同主辦，及台北市政府
社會局、民政局、環保局等單位參與協辦，還有詠真實業等贊助單位，
以及3480地區各扶輪社社友也熱情參與，活動全數盈餘捐贈給七個公益
弱勢團體。

　　國際扶輪3480地區總監胡俊弘也到場表示支持及鼓勵，希望社友們
多為社會服務。國際扶輪社第三分區助理總監李錦雲表示，本次以園遊
會形式的聯合社區服務，也邀請各級政府機構的服務，環保單位一起參
與，期望結合政府與民間的所有力量一起來減碳愛地球。

　　活動現場約有七十餘攤位，除了園遊會盈餘全數做公益之外，所有
社友也盡全力在各自的領域募集慈善基金，預計將募集超過二百萬元慈
善基金，捐贈給失親兒福利基金會、南洋姐妹會、財團法人台灣紅絲帶
基金會、財團法人台北賽珍珠基金會、台北市基督教勵友中心、財團法
人礦工兒子教育基金會、台北市私立忠義育幼院等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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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百年 ─ 百部淨水器捐贈活動

台北永福社等扶輪社

建國百年 ─ 百部淨水器捐贈活動

　　國際扶輪3480地區社團，社員全部為女性組織而成之”台北永福扶
輪社”繼100年8/23捐贈120台電動代步車，予台灣弱勢身心障人士及急
需關懷行動不便之年長者後，再結合台北市西區、福星、福友、金鷹、
新城與苗栗金鷹共計7個扶輪社, 以及郭元益食品(股)公司、帝寶工業(股)
公司與蓮華全生命集團等企業贊助，以國際扶輪2011~12年度主題【人
道關懷，行善天下】，落實公益精神，推動捐贈百部淨水器予苗栗縣大
安部落，希望透過此活動確實改善該部落民眾的民生飲用水問題。

　　改善水資源、預防疾病, 一直是國際扶輪社團的服務主題，半年前
台北永福扶輪社聽到教會老師提起”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部落，是
個年平均收入只有新台幣兩、三萬的部落，一年有長達半年的缺水期，
該部落沒有自來水供應，因為村民沒錢付自來水費, 長期靠含細菌的壁
岩水、地表祼露水過日子，因此全部落110戶住戶老少健康深受威脅，
出現肝不好、腎結石及腳踝長出莫名的凸出物，十分令人擔憂，扶輪社
友們再次展現了關懷行動，基於親手做服務, 改善人類生活之精神, 因此
促成了此次活動。

　　此次在部落社區內裝設居家淨水系統的措施，捐贈儀式將於民國一
○○年十一月九日於苗栗縣政府舉行。

 　　台北永福扶輪社社長王月明表示希望這次的捐贈，能實際改善弱勢
部落的飲水及健康問題，希望透過我們實際的關懷社區的行動，能讓部
落生活品質獲得改善，更希望這次活動能拋磚引玉, 引起更多善心人士
的共鳴, 讓更多人投入政府關心不到的角落, 讓台灣社會更美好更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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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人道關懷 百部淨水器捐贈

【大紀元2011年11月09日訊】

台北永福扶輪社結合地區扶輪社和多家企
業，落實公益精神，推動捐贈百部淨水器予
苗栗縣泰安永安部落住戶，9日上午在縣府舉
辦捐贈儀式，縣長劉政鴻感謝扶輪社和企業
的愛心善舉，並頒發感謝狀及紀念品予以表
揚。

改善水資源、預防疾病，一直是國際扶輪社團的服務主題，台北永福扶
輪社半年前參訪苗栗縣泰安鄉象鼻村大安部落，發現該部落沒有自來水
供應，因為村民沒錢付自來水費，所以長期飲用含細菌的壁岩水、地表
祼露水過日子，因此全部落110戶住戶健康深受威脅，扶輪社友們因此
展開了關懷行動。

台北永福扶輪社社長王月明表
示，希望捐贈淨水器能實際
改善弱勢部落的飲水及健康問
題，希望透過實際關懷社區的
行動，能讓部落生活品質獲得
改善，更希望藉此拋磚引玉，
引起更多善心人士的共鳴，讓
更多人投入政府關心不到的角
落，讓台灣社會更美好、更祥
和。

泰安永安部落住戶淨水器將於11月12日安裝，扶輪社社友將致贈1年維
修費用與換裝淨水器的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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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4台北明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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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02台北城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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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105金門社

20111118台北龍山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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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123台北西區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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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佑泰國「萌生綠芽，再展生機」  
台北百合國際服務之泰國水災物資救援記

台北百合扶輪社 羅芳蘭 IPP Balance

　　眼前這地球一小角落，屋居被淹沒至二三米高，道路淹水一米成了
一條滔滔洶湧的漩流道，人民只能無助的窩在屋頂或樹幹上，眼看著洪
水肆虐的破壞家園。洪水所到之處，城鄉所有的地貌就變成一片汪洋，
但混濁的惡水及一望無際水平線下的險道，是嚇不倒Rotarians的，扶輪
在改變的風潮裏，追求的不是名與利。在這洪水氾濫的泰國，Rotarians
一個人也不認識，但事情將會改變。

　　水災惡耗傳來的同時，百合社獲威昌國際有限公司之大力贊助，
10/22在Life社長帶領著CP Naomi、IPP Balance、PE Claire、VP Jessica、
Diana、Aries、S. Teresa一行至威昌公司打包救災物資，趕著10/23早班飛
機將首批泰國水患救災物資浮水衣150件，隨威昌公司卓麗明副總經理
登機出援曼谷，其後陸續將救生衣1000件、防水褲400件、救生艇10艘
及船外機7台，計有180多萬的救災物資報關出援，透過泰國航空台灣區
總經理 Dhetseni Dhanarajata 協助運送到曼谷臨近的Pathumthani及Ayutthaya
省份，捐助當地的廟宇Dhamma Meditation Peace Buddha Karma及勞工廳
協助分送居民防災，捐助警察、軍人投入救災，並得助於泰國Deputy 
Government Spokeman 的Mr. Chalitrat Chandrubeksa統籌救援物資的分送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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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合社第一次用物資國
際救援，這期間承威昌公司
全力協助物資之採購及聯
繫當地救災之工作，及社友
Tina救災物資詢價的幫忙，
為快速通關求助城中母社RC. 
Electronics，在其推薦對精通
關稅事務的老松社PP. Wine
指導下，將急難救助物資迅
速報關出口，由於救生艇的
船外機屬危險物品無法快速
通關，亦諮詢艋舺社 Danger
而得緩解出關。

　　甘地說，「若要見到世界改變，先從改變自己做起。」，洪水已到
達曼谷，而在地表流動的水，仍以每天二至三公里的速度，朝著市中心
而去。國際扶輪社長Kalyan Banerjee：「如果我們當中沒有和平，那麼如
何拿和平與人分享。」，扶輪的服務是，看到了需要就給予。百合這次
國際服務從自己做起，更獲得廣大的贊助及幫助。

　　扶輪真的與眾不同，誠如Kalyan對扶輪社友的期許：「團結在一
起，我們將會做到『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在和平、和諧及友誼之
中，我們將會帶來改變和一個更令人喜悅的世界。」，這也是百合社全
體社友戮力達到的年度服務目標。

　　天佑泰國，洪水所過之處，皆能「萌生綠芽，再展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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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3480地區
2011-12年度總監 胡俊弘 
DG Dav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