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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786次例會）

歡迎新社友Eric授證入社

主講人：呂勝男（PP Spring）
講題：北極西北航道巡航之旅
學歷：台北松山高商畢業
經歷：1965年3月創立新興彈簧廠
台灣區彈簧工業同業公會（1993年成立）
第一、二屆理事長
現職：新日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1968成立）
介紹人：PN Smart

姓
名：蔡宗穎
社
名：Eric
生
日：3月20日
夫人姓名：曾惠瑄Sharon
推 薦 人：Michael
職業分類：刀具製造
現
任：偉群製刀工業股份有限公
司 經理

本週喜慶社友（2/8~2/21）
陳泰良（Taro社友）生日快樂
謝淑櫻（Noar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方愛秋（PE Lio）夫人生日快樂
畢天天（J.J.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吳信江（PP David-T.）夫人生日快樂
楊惠盈（Baron）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上週出席報告（2/1）
2/15
2/8
2/10
2/13
2/14
2/14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41

6

81.03%

請假缺席15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2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天母扶青團第629次例會
主題：華山基金會歲末送暖∼「Love」老人送年菜
愛團圓
時間：2018年2月10日（星期六）13:00
地點：北市內湖區康樂街72巷17弄103號
※ 歡迎社友暨寶眷一同傳愛，加入歲末送暖的行列！

下次節目預告（2/22）
▲上週諸位喜慶社友一同接受大家的祝賀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2/1）
呂芳沛 先生－PP Call來賓

二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間：2018年2月27日（星期二）12:00開球
地點：老淡水球場
費用：NT$3,200 all in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順便一道喝春酒！

月底例會暨新春團拜
※ 2/15（下週四）適逢農曆春節，休會一次！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拜
意謂：勸人少管他人家務事
2. 一丈差九尺
意謂：做事不切實際，馬馬虎虎
3. 一暝全頭路，天光無半步
意謂： 整個晚上滿腦子計畫，天亮之後卻什麼也
做不出來

扶輪改善世界

扶輪人應該要知道的扶輪禮儀
主講人：PP James

社長、各位PP及各位敬愛的社友，大家好！
外面很冷，但天母扶輪社很溫暖，大家一團和氣，
雖然不是創社社友，但我從第一屆就加入天母扶輪社到
現在，這36年來跟大家學習到很多，今天我也想把在地
區學到的東西分享給各位。今天之所以會搬出「扶輪禮
儀」這個主題是因為2021年台北又要舉行一次扶輪世界
年會，之前必須要有一些暖身的動作，因此我覺得有必
要在這個時間點先報導給各位社友知悉。剛好RI去年9
月份又頒布了新的扶輪禮儀規範，更新了部份內容，我
在地區接受了扶輪禮儀的訓練，今天也是藉此機會來跟
各位做一下心得報告。
國際扶輪有非常詳細的禮儀規定，但是我們其實不
用知道的那麼詳細，所以我大約抓出一些重點跟大家說
明，大家只要根據扶輪禮儀來安排晚會、慶典，就不用
擔心會出錯了。2017扶輪禮節（Rotary Protocol）主要是
根據2017年9月的《扶輪政策彙編》，因為自2016年起RI
不再發行程序手冊，大家只能上RI網站瀏覽，因為我怕
大家不習慣閱讀全英文的內容，所以摘錄了部份下來。
扶輪禮儀講求優先順序，過去舊的版本是現任＞
未來＞過去；而目前新的版本依序是：現任＞
過去＞未來，亦即DG＞PDG＞DGE＞DGN、P
＞PP＞PE＞PN，這是一個很大的改變，理由是大家
覺得PDG和PP對於扶輪的貢獻應該大於尚未接任的
DGE、PE，所以應該優先獲得尊重。
此外，扶輪禮儀一共劃分為三個層級：國際扶輪層
級＞地區層級＞扶輪社層級，在介紹時要優先介紹RI層
級，然後才是地區層級以及扶輪社層級。由於2021年
逐漸逼近，所以RI層級的人員造訪台灣將越來越頻繁，
除了一些大型會議外，他們也有可能會拜訪一些傑出的
扶輪社，像天母扶輪社在地區裡頭就是相當傑出的扶輪
社，萬一有RI層級的人蒞會，我們才能知道應該如何接
待、介紹及安排他們的席次，俾使對方感到賓至如歸。
所有扶輪文書、公文、刊物、雜誌等出版品都須依
照國際扶輪禮節順序。外國或其他地區扶輪社員來訪時，
也要排在相同等級的當地社員之前，以示禮遇。有配偶陪
同時，介紹社員時要一併介紹（ex. 某某社友暨夫人），
其席次也應與該社員相同，但可視空間作變換調整。當
然，有時禮節之順序也可稍作彈性調整以符合當地之習
俗及文化，譬如非洲國家的男性和女性座位通常要劃分
開來，而韓國女性的席次一般也要低於男性一級，所以
扶輪禮儀仍要將當地的習俗納入考量並予以尊重。
在介紹RI層級時，第一順位必須是國際扶輪社長
RIP或RI社長代表，其次依序是：RI前社長（按資歷）
、RI社長當選人、RI社長提名人、RI副社長、RI財務
長、有擔任職務的RI理事執行委員會主委、其他RI理
事。介紹完理事後，緊接著的是RI第二大組織－扶輪基
金會保管委員會的主委、主委當選人、副主委及其他委
員。然後才介紹RI秘書長、RI前理事（按資歷）、理事
當選人、扶輪基金會前保管委員會委員（按資歷）、下
屆保管委員會委員、RI理事提名人、RI前秘書長（按資
歷），最後才介紹英愛國際扶輪社長、甫卸任前社長、
副社長及名譽財務長。

註：英愛國際扶輪（Rotary International of Britain and Ireland，簡
稱RIBI）係1934年，英國和愛爾蘭經
RI同意，單獨成立一區，人數屬於RI
的一部份，一直沿用至今。

地區層級大家應該都比較熟
悉，因為我們跟地區的關係比較
密切。介紹的順序一樣比照扶輪
的優先順序：地區總監DG、前總監PDG（按資歷）、
副總監、扶輪協調人RC、扶輪公共形象協調人RPIC、
地域扶輪基金協調人RRFC及捐贈基金/巨額捐獻顧問
EMGA、總監當選人DGE、總監提名人DGN、總監提
名人指定人DGND、地域及地帶層級各委員會委員，然
後才是助理總監AG、地區秘書、財務長與各委員會委
員。順帶一提，3521地區的DGND最近才剛選出來，就
是北區社的PP Good News，他將在2021年召開世界年
會時擔任地區總監。
當兩個以上的友社同時來訪時，原則上要以社為單
位來介紹，優先順序為：社長、社長當選人、副社長、
秘書長、財務長、糾察長、扶輪社理事會其他成員、社
訓練師、各委員會主委、前助理總監、扶輪社員、前受
獎人，以及扶輪社員家屬。我們社目前接受地區訓練合
格的社訓練師只有一位：PP Investor。
在扶輪社正式會議的時候，會場佈置也有一定的規
範，這點社長、節目主委及秘書處幹事都需要了解。我
們社比較先進，不像其他大部份的社仍以懸掛各式旗幟
的傳統方式來佈置會場，這時四大考驗的旗幟一定要放
在右側，因為四大考驗是扶輪最重要的精神，按照尊右
的原則，必須放在社長（主席）座位的右側，當年度的
RI社長主題旗幟放在左側，中間則擺放扶輪社的社旗；
遇到聯合例會時，中間可改以插旗的方式擺放各社社
旗。大型會議，像是有姊妹社來訪時，一般會在會場的
左側放置旗幟，由內向外的插旗順序應為：扶輪旗、本
國國旗、其他國旗（可按照字母順序排列或是按照締盟
的先後順序排列）。
在衣著方面，我想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唯一要注意
的一點是西裝有分二枚釦子（單排扣）和三枚釦子（雙
排扣），前者穿著時下面的那顆釦子不要扣上，後者穿
著時必須扣上所有的釦子，這樣才表示禮貌。餐桌禮儀
部份我想大家都清楚，也可以省略，簡單而言只要記得
一點：飲料都放在右手邊，吃食都放在左手邊，大家不
要拿錯了。至於乘車座位的安排我也不多談，這點大家
應該都了解。
司儀介紹貴賓時，貴賓名單應事先依扶輪禮儀的順
序排好，依序介紹。介紹、稱呼致意一次即可，後到的
來賓可補介紹。通常由主席介紹貴賓最為禮貌，或者指
派司儀、資深社員介紹也都是符合禮儀的。若由司儀介
紹，需有連絡人配合提供最新出席貴賓名單。特別要留
意的一點是千萬不可唸錯貴賓姓名，不確定應該如何發
音時最好先請教來賓本人，像菲律賓姊妹社有些社友的
名字是西班牙語的發音，與英語發音相去甚遠，萬一唸
錯了會很失禮。

談到會場座位的安排，我們例會時通常會有長形
的會議桌（Head table）和圓形主桌（Main table），
有時也會出現雙主桌，以社長右側為尊、左側次之。依
照扶輪禮儀，座位安排可分「功能性」與「尊重性」
兩種。社長與秘書長有職務配合之必要，安排秘書長座
位靠近社長是基於功能性的考量；地區總監與地區秘書
等亦然。基於會議性質不同、有無舞台、有無主辦社等
等，會議桌和主桌都有不同的座位安排方式。但任何場
合都以主席為尊，鳴開會鐘與閉會鐘為主席之職責，旁
人無可取代。座位安排以「尊重性」為主。主席坐正中
間，以右為尊，依職位大小排序，按右、左、右、左…
之順序入座。例會主席是該社社長，主賓是該例會之主
講人，應坐社長之右邊以示尊重禮遇。如遇總監蒞臨例
會，仍以主講人為首位，總監坐社長左邊。
最後談到一些相關禮節，像是：授證只有一次，所
以之後舉辦的都應稱之為授證紀念晚會或幾週年慶祝晚
會。扶輪社6月30日一過就自動交接，所以沒有所謂的
交接典禮，只有新任的就職典禮。議程要簡單扼要，問
候、稱呼也是一次即可，報告時不再稱呼，直接報告。
頒獎或贈禮時，頒贈人要在受獎人右邊。握手和擁抱都
要尊重女士，不可由男方主動。
扶輪前輩如是說：“We are Rotarians我們是扶
輪人，We do right things我們做對的事，We do things
right我們把事情做好！”希望今天的報告內容能對大家
有所幫助，這份資料我也會留在秘書處，歡迎社友隨時
參閱。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2/1）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42,848
50%平均分攤47,552
現金
3,000
承上期
330,360
IOU
14,500
合 計
377,912
承上期
1,125,920
合 計
1,186,268
總 計：1,564,180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1,000
45,500
46,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22,000
承上期
474,100
合 計
496,1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9,500
承上期
221,800
合 計
231,300
△ 主講人車馬費：James（現金NT$3,000）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暨結婚紀念日快樂！C.C.、
Cory、Gene、Hank、Investor、James、K.C.、
K.P.、Lio、Oculist、Oliver、Porcelain、Smart、
T.A.、Taipei George、Tim、Tony Tsai、Wool
△ PPJames的演講精彩，獲益良多：Call、C.C.、Cory

、J.J.、Lio、Oculist、Ocean、Paul、Porcelain、
Smart、S.R.、T.A.、Tim、Wool
△ 回國禮物代金：Investor、Khan
△ 昨日非常開心！！！Audio
△ 今天牽新車，G Car賓士坦克吉普車！Audio
△ 新年頭，舊年尾！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Brian
△ 歡迎好友呂芳沛總經理第三次蒞臨本社例會：Call
△ 天氣變化大加低溫特報，請大家注意身體：Cory
△ 本來以為結婚36年已經是很漫長的日子，沒想到與
今日的其他社友一比，還必須多多努力：Henry
△ 聽到Audio說昨天的故事，好爽！！J.J.
△ 主講人PP James扶輪知識淵博，專業講師對新社友
必能「醍醐灌頂」，打通任督二脈，保證可以開天
眼，歡迎大家多多拔PP James他的智慧毛：K.P.
△ 非常感謝國際服務主委PP S.R. 2月4日代表今年度
全球獎助金計畫「在宅醫療」和台灣團隊赴日本研
習7天，Michael代表天母扶輪社對PP S.R.的努力和
付出致上最誠摯的感謝，並預祝行程收穫滿滿，圓
滿順利：Michael
△ 感謝PP James今日例會主講「扶輪禮儀」，對於提
昇本社的形象和素質有非常重要的影響，精彩可期：
Michael
△ 熱烈的歡迎呂芳沛先生蒞臨，期盼優秀的社會專業
人士加入天母扶輪社一起來為社會盡一份心力：
Michael
△ 歡迎主講人PP James蒞會主講：Oliver
△ 賀Audio開新車，爽！Paul
※ 高球捐款：
△ 感謝PP James主講扶輪禮儀：K.C.（NT$1,000）
※ 獎助金捐款：
△ 內人生日，感謝各位社友祝福：Audio（NT$3,000）
△ 謝謝各位捧場，聆聽“扶輪禮儀”內容，希望對社
友有所幫助：James（NT$1,000）
△ 欣逢結婚紀念日，幸運無限，感謝大家的祝福；本
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大家恭喜：Ocean（NT$6,000）
△ 感謝元月15日本人生日時，大家的祝福：Oculist
（NT$5,000）
△ 喜慶社友Happy；祝Cindy生日快樂、喜悅平安：
S.R.（NT$5,000）
△ 感謝今日主講人PP James分享扶輪禮儀相關知識，
受益良多：TT（NT$2,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PP James演講勢必精彩：Gene（NT$500）
△ 資深PP James主講，精彩可期；本週喜慶社友特
多，可喜可賀：George（NT$3,000）
△ 熱烈歡迎扶輪獎助金專家PP James演講一定精彩：
Hank（NT$500）
△ 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快樂！！Oculist（NT$5,000）
△ 歡迎PP James扶輪禮儀的演講：Taipei George
（NT$500）

GG1860355-VTT Project Care赴日研習活動剪影
今年度由國際服務委員會主辦之全球獎助金計畫GG1860355-VTT Project Care（台灣居家照護者日本研修
職業訓練團隊計畫）一行已於2018年2月4日赴日，自2月5日起展開為期五天的研修活動，預定於2月10日返台。
國際服務主委PP S.R.負責擔任領隊，全程監督計畫確實進行，P Michael則專程隨團赴日參與2月5日舉辦之計畫
始業式。

二月份RI社長文告
親愛的扶輪社友，
113年前的這個月，第一個扶輪社的四位社員舉
行他們的第一次會議。雖然他們沒有會議記錄保存下
來，但不大可能有任何人談論服務；這個扶輪社就這
樣過了幾年沒有關心社區的需求。
這次會議不是在飯店或餐館舉行，而是在一位社
員的辦公室；就我們所知，沒有議程或宣佈事項、沒
有委員會報告、沒有演講人、沒有名牌。然而，那次
會議的效果以今日一般的標準，可能令最有效率的會
議相形失色。當然，那次會議是有史以來最有效率的
扶輪會議。
今天，如同在1905年，我們許多人為了追尋保
羅•哈里斯所追尋的來到扶輪：友誼、人脈、一個令
人覺得從容自在的地方。但是今天，扶輪給我們的遠
比它能給那些早期社員的為多。今天的扶輪，有超過
120萬堅強的扶輪社員，讓我們不僅在一小群同儕，也
在我們多樣化的各社區，更真確地說在全世界，感到

從容自在。今天，扶輪把我們所有人結合在一起，而
且這種方式是保羅•哈里斯在那麼久之前的二月某天
晚上做夢也沒有想到的。我們不僅能到世界任何有扶
輪社的地方感到從容自在，而且我們能夠伸出援手，
到世界上任何有扶輪社的地方進行改變。
從那第一次會議之後的這113年，扶輪已經變大許
多、更多樣化，這不是那些創始社員所能想到的。我
們已經從一個純白人和純男性的組織，變成一個歡迎
任何背景的男女加入的組織。我們已經成為一個明訂
以服務為宗旨的組織，這點反映在我們的座右銘「超
我服務」。而且我們已成為一個有能力改變世界的組
織，並已透過我們根除小兒痲痺的工作辦到了。
我們當中沒有任何人知道扶輪的未來。唯有賴我
們所有人在保羅•哈里斯及他的朋友奠定的紮實基礎
上繼續建設：透過「扶輪改善世界」來建立並強化服
務及友誼。
Ian H.S. Riseley萊斯禮
國際扶輪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