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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七月十四日 

第20屆第3期 

第962次例會 

國際扶輪3460地區台中市第2-3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s:Every Thursday 6:30pm 

Add:1F.,No.32-2,Aixin Rd.,Tali 

Dist.Taichung City 412,Taiwan 

Tel:886-4-24070672  Fax:886-4-24071295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32-2號1F 

電話:(04)-24070672傳真:(04)-24071295 

例會時間:每星期四下午6:30 

 

       

      本週例會7月14日星期四 

      時  間:下午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劉憲隆Gear 

      節  目:專題演講 

      講  題:幹細胞在肝病的臨床應用 

      主講人:精鎰健康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執行長詹子民 

2016-2017 年度理事 
曾建忠、林炳村、張明選 
鐘錦坤、黃輝錦、何應欽 
劉顯彰、李國文、康賜鑫 
曾復興、劉國勳、張祈雄 
吳宗隆、劉憲隆、黃承偉 

社 長：曾建忠 副社長：鐘錦坤  秘書：何應欽  會計：張祈雄 糾察：陳威岳 

社 務 行政主委：鐘錦坤
社員委員會主委：康賜鑫 
服 務 企劃主委：劉憲隆 
扶 輪 基金主委：曾復興 
公關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新世代服務主委 : 陳鴻文 

節目主委：劉國勳
出席主委：林毅勳 
聯誼主委：邱翊紘 
社刊主委：葉仲任 
授證主委 : 黃輝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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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各位社友，各位美麗的夫人，大家晚安！大家好！感謝大家今天能撥空

前來參加今晚的例會，今天很榮幸能夠邀請到  詹子民博士來為我們講授有

關肝病的臨床應用，相信今晚的節目內容一定讓各位收穫滿滿。 

 

今年適逢國際扶輪社基金創立100週年，感謝社友及夫人的愛心奉獻2016-17

年度 我們共捐獻了11顆保羅哈里斯之友，將於總監公訪時正式頒發證書及

徽章，再次感恩大家為我們國光社的全力支持。除此之外在中華扶輪教育獎

學金我們今年也將甄選一位碩士生，感謝全體社友的認捐，獎勵優秀青年學

子.為國育才。 

 

7月28日(星期四)是總監公式訪問的重要日子，下周例會我們的JASON助理

總監將特別撥空蒞臨參與，以了解本社職委員與各個委員會的年度工作計畫

及社務運作狀況，請各職委員與六大主委提前完備資料。 

 

其他社務如:全球及地區獎助金的規劃.社區服務團籌備會議的運作.內輪會

7/16的首次活動.及Inbound.Outbound交換學生.扶青團.扶少團.GOLF.薩克

斯風.軟壘隊…等的相關事務。感謝各委員會各司其職默默的付出，為大家無

私奉獻!NET在此向各位致敬.感謝大家! 

 

祝今晚所有與會嘉賓.社友及夫人萬事如意，健康快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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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主旨：2016-17年度總監陳俊雄JOY至大里國光扶輪社與台中草悟道扶輪

社公式訪問，惠請查照轉知。 

說明：一、本辦事處2016.07.02.雄總字第050702002號函，諒敬邀察及。 

二、公式訪問時間：民國105年7月28日下午16:30前於貴社指定地點舉行

(時間、地點請貴社明定)。 

三、隨行地區團隊人員名單將於7日內另行通知。 

四、請貴社填妥『有效能扶輪社規劃指南』表格，於公訪前10日送達地

區總監辦事處，並副知分區助理總監以便雙向溝通。 

五、請貴社即彙報：PHF保羅哈里斯(含鉅額捐獻MG、AKS)永久基金、

消滅小兒麻痺症、中華扶輪教育基金等之捐獻社友名單，以便於公訪時表揚。 

六、公訪隨行人員：地區攝影美學暨總監月訊委員等惠請能予以免計餐

費為禱。 

七、本案聯絡人：總監辦公室謝宜娟Mag，TEL：04-2567 0687。 

 

主  旨：敬邀 貴單位參加2016-17年度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幹部研習會，如

附件及說明，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國際扶輪 3460 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團幹部研習會 

1、報到時間：105 年 7 月 23 日(星期六)上午09:30 至10:0 點。 

2、會議時間：105 年 7 月 23 日(星期六)上午10 時至12 點。 

3、召開地點：台中市國立台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會議室 

4、會後提供便當。 

5、檢附會場平面圖一份，請由高工路進入會場後，按箭頭指示方向停車。現

場有學生引導停車。 

6、本案主持人：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委員會主委 楊文昇。 

7、本案聯絡人：地區扶輪少年服務委員會副主委 商富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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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ma 扶輪基金主委報告 

保羅哈里斯之友 認捐名單 

項目 姓     名 金額 / 美金 

1 曾建忠Net $1000 

2 何應欽Par $1000 

3 林炳村PP.Jason $1000 

4 張明選PP S.T $1000 

5 曾復興PP.Pharma $1000 

6 陳鴻文Designer $1000 

7 吳宗隆Teacher $1000 

8 鐘錦坤X-building $1000 

9 李楨祥L.S $1000 

10 陳淑真Jason夫人 $1000 

11 洪麗琪Gear夫人 $1000 

   

   

 

 

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61次例會，7月7日例會 

1.社友人數:63 位   2.出席人數: 57位   3.出席率: 90% 

 

WILLS糾察報告 

第961次例會7月7日歡喜曾建忠1000元、何應欽500元、 

劉顯彰300元、詹順偉300元、曾復興300元、劉國勳500元、 

張煥文300元、戴百樟300元、蔡秋明300元、李國文500元 

張明選300元、林炳村500元、黃輝錦300元、賴基詮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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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國卿500元、周國昌300元、黃文隆300元、葉森雄300元 

鐘錦坤500元、陳鴻文300元、廖朝南300元、劉憲隆300元 

廖繼鋒300元、邱仕銅300元、黃承偉300元、張祈雄300元 

邱翊紘300元、黃健源300元、詹振忠300元、黃英彥300元 

黃志豊500元、陳威岳300元、陳茂煒300元、鄭宇宏300元 

林毅勳500元、邱志明500元、林文耀300元、蔡政憲300元、 

王國瑋300元、呂榮文300元。 

共14,500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ANDY節目主委報告 

第963次例會7月21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館節目 

內容:助理總監參訪~社務行政會議 

第964次例會7月28日(星期四)下午4:00菊園婚宴會館舉行總監公式訪問

暨女賓夕活動(與草悟道社共同舉辦)，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MICHAEL  GSE委員會主委報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5年 07 月 09日  

發文字號：雄總字第 150709001 號  

受 文 者：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各扶輪社，各扶青團，各GSE委員 

 附 件：2016-17 年度GSE團員報名表  

主 旨：函請各社踴躍推薦 2016-17年度團體研究交換 GSE團員候選人。  

說 明: 一、團體研究交換是國際扶輪資助專業人士拜訪特定國家扶輪地

達成民間文化交流、職業心得交換，增進專業學習及促進國際友誼。  

二、訪問地區及時間：  

7390地區-美國賓州，賓州位於美國的東部，新澤西州下方。  

訪問時間－預定 2017年4 月 22 日~ 2017 年 5 月 20 日。 

三、徵選團員人數：四名(性別不拘)。  

四、團員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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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必須在合法的事業機構專任工作兩年以上。  

2.年齡必須在 25-40 歲之間。  

3.英文聽、說、讀、寫流利。  

4.不是扶輪社友、榮譽扶輪社友、扶輪機構職員、扶輪社友子女或其配偶。  

5.設籍在 3460 所屬扶輪地區一年以上。  

6.凡熱誠且具團隊分工合作精神者。  

7.由本地區扶輪社推薦，並經地區 GSE委員會審查通過。 

五、申請截止日期：自即日起至中華民國105年8月31日止(以郵戳為憑) 。  

六、被推薦者申請應檢附：  

1.團員報名表一份 (須推薦扶輪社社長簽名)  

2.中文自傳  

3.在職證明書  

4.彩色半身相片 2 張  

請各扶輪社將被推薦者資料掛號郵寄至總監辦公室。  

七、其他未盡事宜，請與地區 VTT/GSE主委 趙志能 JIM(彰化中區社)或總監

辦公室聯絡。(趙志能 JIM ：E-mail : Jim@kingsun.ca、電話:0937-437271)。  

八、團員面試甄選暫定於中華民國105年9月10日星期六早上九點，由地區

VTT/GSE委員會假彰化中區扶輪社社館召開辦理。確切通知將於八月底公告資

格篩選結果，並通知各扶輪社。  

 

X-BUILDING夫人內輪會主委報告 

       內輪會上半年度手工藝與餐敘 

時 間:2016/7/16星期六（敬請夫人們盡量共乘） 

地 點：空幾何 自然時蔬百匯 

（彰化市寶山路266巷11-2號） 

節目內容： 

一.9點～11點手縫包製作 

二.11點～1點半餐敘聯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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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LESS高爾夫球主委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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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20屆7月聯合理事會紀錄 

壹、日期：105年7月 7日(星期四) 時間：下午08:00 

貳、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15人、實到人數14人、缺席1人 

曾建忠、何應欽、曾復興、劉憲隆、黃輝錦、李國文、張明選 

劉顯彰、劉國勳、鐘錦坤、黃承偉、張祈雄、林炳村、吳宗隆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交接典禮收支明細 (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審查2016-17年上半年度社友收費明細(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附議：照案通過。扣除捐贈至中華扶輪教育基金上、下年度費用合計600

元，本年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由全體社友共同分攤認捐，每位社友2500

元。 

 

三、請通過網站續約承租費用$9,000 元/年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全球獎助金計畫 $1000美元海外國際GGP服務計劃：GG案號：

GG1633911 聯合海外泰國挽那社泰北水資源改善服務計劃。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地區獎助金-偏鄉英語遠距離教學計畫remote area   

distance learning pla 金額$50000(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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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地區獎助金主委 黃志豊社友協助接洽雲林褒忠偏鄉地區，師資由

興大附中扶少團團員擔任。 

 

六、請通過 10/21-10/25菲律賓馬尼拉海外聯合義醫療義診支援贊助金

額$20000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大里國光社區服務籌備團成立,並送交申請書至RI 許可後於

7/28日舉行授證 

決議：照案通過 

 

八、請通過原8月4日第965次例會變更為8月5日(星期五)舉行慶祝

父親節、女賓夕慶生會暨理事會，地點:金色三麥。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  

 

保羅哈里斯及參加世界年會社友是否補助? 

 

決議：於八月份理事會提案討論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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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忠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0 $18,777 $54,177

何應欽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0 $5,610 $41,010

劉顯彰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劉憲隆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詹順偉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曾復興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劉國勳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張煥文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莊榮華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戴百樟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蔡秋明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李國文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廖欽炯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張明選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林炳村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0 $3,740 $39,140

黃輝錦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賴基詮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誌平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李盛明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林登華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國卿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林銘鑒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周國昌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蘇武宗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文隆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葉森雄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益武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鴻文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廖朝南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吳宗隆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李楨祥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廖偉帆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鐘錦坤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9,350 $45,550

康賜鑫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廖繼鋒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葉秀仁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扶輪基金

百周年配

合款

中華扶輪

教育基金

社、秘

交接匾

交接分

擔金

總會會

費

社友

姓名

常年會費

(7-12月)
小  計

3460地

區基金

扶輪 月

刊
RI會費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二十屆(2016-17年度)上半年應收社款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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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仕銅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胡開化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吳敬堯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蔡永富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承偉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張祈雄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3,740 $39,940

葉仲任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曾文義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邱翊紘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健源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施澧羽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詹振忠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信宏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志豊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吳彥恆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黃英彥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威岳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陳茂煒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鄭宇宏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林毅勳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邱志明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林文耀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蔡政憲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王國緯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呂榮文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吳本源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林杰彬 $30,000 $850 $2,500 $600 $600 $750 $100 $800 $1,870 $38,070

吳淑媛 $0 $850 $0 $600 $0 $750 $0 $0 $0 $2,200

洪麗琪 $0 $850 $0 $600 $0 $750 $0 $0 $0 $2,200

合  計 $1,890,000 $157,500 $38,400 $37,800 $48,000$55,250 $6,300 $48,000 $168,377 $2,449,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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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育寧的出國報告     105.07.13 

My name is Kaitlyn, I am the exchange student who are going to 

America, Arizona this year. Now, I am going to take a report to 

all the rotarians in Tali Kuo Kuang. My topic is about Taiwan and 

Me 帕克 

Good afternoon, Rotarians from Parker, I am inbound from D3460 

Tali Kuo Kuang rotary club. My name is Kaitlyn, today, I am going 

to take an easy introduction about Taiwan and Me. 

 

Taiwan is an east Asian country which located at southwest of Japan 

and north of Philippienes. This is our country flag. 

With this shape like photo, we divide into 1 province, 9 cities 

and 11 counties. 

Maybe you haven＇t heard about Taiwan before. But you must have 

heard of those famous attractions and celebrities. 

Chien Ming Wang, famous Asian baseball player, once worked for 

NewYark Yankees, Washington Nationals and Toronto Blue Jays. He 

is expert in sinker. 

Ang lee, famous actor, who won twice Academy Award, that is Oscars. 

Life of Pi is one of his works and is the one I like. 

This is Taipei 101, it used to be the tallest skyscrapers in the 

world, but be transcend in 2014. 

This is National Palace Museum and this is Sun Moon Lake,one of 

the must go attraction, I am not kidding, it is very beautiful, 

isn＇t it. 

What is culture? Culture is life. Each Culture is like mystery. 

Now I leading you to recognize Taiwanese cul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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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 Techno Neon God, a mix of local culture and electronic 

music, you can see it in front of the temple. 

Lantern Festivel is celebrate on January 15, people write their 

wishes and release the flying lanterns to pray. At that day, 

reading riddles is an important event for childrens. 

Next, Taiwanese Opera, it is a famous local culture in Taiwan. 

People tell stories with particular accent and rich expression. 

There are 14 groups of aboriginal, every group have their 

different clothing, culture and celebration. 

Talking about food culture, Night market is a must go point. It 

opens until twelve at night, you can find many clothes, foods and 

some interesting games. Things in night market are cheap and 

delicious. When you visit, bring an happy appetite. 

Many teachers and parents pay attention on students score, and 

this gave us lots of pressure. Test and study keep repeat everyday 

and class, some school are even ahead of schedule, they use two 

yers to finish three years scehdule. 

I am a girl with strong curiosity and large imagination. I like 

to try new things to challenge my self. In addition, making friends, 

exercising and reading are all my interest. Here is one more hobby 

and also specialty you might be interest. Erhu, a Chinese 

instrument. I played it since I was seven and performed countless 

times in club. Let me show a little bit, hope you will like it. 

We are a family with three. My dad Arch, is an architect, and my 

mom Sylvia is an engineer. They set a small company which named 

after my dads name. 

感謝 3460 地區給我這個機會出去學習,我會把握機會交出好成績,也感

謝大里國光扶輪社的支持與鼓勵,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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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是一種經驗，是一種能力 

 

 

 

改變，是一種不舒服，甚而是一種痛苦。 

 

  通常尋求改變的原因，一是為了自我提升與超越；一是不改變

將無法突破，終將面臨停滯甚至被淘汰。所以，改變的理由與效益，

在理性層面上是很容易理解的。 

   

然而，改變必須抛棄既有的、非常習慣、十分順手的做法或習性，

重新接受新的做法，從頭學習與適應起。尤其學習需要耗費精力，

一開始會相當不習慣與不舒服，甚至初期的品質效率必然不佳，令

人心生氣餒，甚至自我懷疑改變的必要性。因此，人在感覺層面上

是排拒改變的。 

   

多數人便是因為心理層面的企求安逸、疏於自律、企圖心與危機感

不足等因素，陷入「明知而不行」。他們會自我說服「改變是沒有

必要的」，甚至積極尋找一些似是而非的反面理由，自我洗腦「改

變是不對的」，而能心安理得的去對抗不改變的壓力。 

 

  其實改變是有方法、有技巧的；當用對方法與技巧，不順手、

不舒服的轉換期就縮短，調整改變的速度便會加快。首先，就是認

知的調整，先從認知上比較「前後的差異」及「差異的核心樞紐」；

當人能從心理上認知差異的所在，並集中心力在調整核心樞紐；樞

紐一鬆動，其他就容易變，改變就成功一半了。 

 

  其次，人在改變的過程中會用到許多方法與技巧，也逐漸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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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過程中調整心理認知與生理習慣。當人經常在做小改變，就會「習

慣」改變過程的種種心理與生理調整，使得「經常的小改變」成為

新的習慣。如此一來，不但做到與時俱進，並且因為練就經常在思

考世界、產業、企業內…的些微改變，而能提前準備、提前改變，

而永遠領先對手一步。 

 

  世界一直默默在變。所謂「趨勢」，就是從一點點的小變動中，

察覺出與過往的「差異傾向」；洞悉趨勢與時俱進，就是以「小碎

步」的改變，亦步亦趨的跟上世界變動的腳步，切莫累積到很大的

落差，那時改變既艱難又痛苦。就像體態的維持要用「塑身法」、

隨時修正身材；而不是太胖了才用劇烈的「減肥法」，不僅非常辛

苦，而且是積重難返、事倍功半！ 

 

  所以，改變不僅是一種經驗，一種習慣，更是一種超效的能力，

讓你永遠領先對手一步；同時，這就是在培養洞悉趨勢而具備遠見

的能力，這也是領導者必備的核心能力。 

 

  你一輩子要面對非常非常多的改變，趕快培養改變的經驗與習

慣，你的人生就越變越彩色；否則，你的人生會越來越灰暗。改變

沒有那麼難！勇敢的面對改變，體驗改變！ 

 

           

 

 



                                                 2016-17 年度 

                                   1050714 期   

                                     16 

 

 

嘉義中區扶輪社就職典禮&參訪故宮南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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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5 週 

本 週 的 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基金服務獎項 Foundation Service 

Awards。 

這裡有三種不同的扶輪基金服務獎項： 

1. 地區服務獎(District Service Award)是表彰有功於人道服務的任

何一位扶輪社友。地區總監一年能頒發至多 20 位這樣的社友，受獎人

將獲頒一張獎狀。 

2. 有功服務獎(Citation for Meritorious Service)是扶輪基金保管

委員會每年頒發每一地區一位得獎人。提名人將由地區總監或國際扶輪

理事提出。扶輪基金保管委員會接受提名從年度開始到 5 月 15 日止。

一份裝在胡桃木框架上的精美獎狀，會寄贈給該獎項的受獎人。 

3. 特優服務獎(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必須先接受有功服務獎

滿四個扶輪年度後，才有資格來接受此獎項。因為這是基金會最高的服

務表彰，一種受獎人對扶輪基金楷模服務範圍超出地區以上並且是從事

長期服務者。該獎項受獎人會得到一個青銅作成的獎牌，鑲嵌在胡桃木

基座上。 

你知道在我們的社裡有誰值得獲取這樣的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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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之宗旨： 

扶輪之宗旨在於鼓勵並培養以服

務理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

重於鼓勵與培養 

第一：增廣認識為擴展服務之機

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

高道德之標準；認識一切有益於社

會的職業之價值，及每一扶輪社員

應遵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

會； 

第三：每一扶輪社員能以服務理想

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第四：綜合具有服務理想之各種事

業及專門職業人士，以世界性之聯

誼，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

平。 

扶輪之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

先捫心自問: 

一、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扶輪服務人類 

 

 

 206-17 年度扶輪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