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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辦事處 / 10542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本週節目（第1861次例會）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15）

主講人：林維揚 先生
講 題：印太戰略下台灣的角色
學 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系畢業
經 歷：外交人員乙等特考及格（1983）
外交部 科員
駐美國代表處 秘書
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 副秘書長
立法委員助理（兼任）
外交部 科長
外交部 專門委員
駐紐約辦事處 副處長（主管聯合國事務）
駐澳洲代表處 參事、副代表
駐汶萊代表處 代表
介紹人：PP Investor

馬靜如（DG Sara）－RI 3521地區總監
簡承盈（DGN Dennis）
－RI 3521地區2021-22年度總監提名人暨地區秘書
邢懷德（VAG John）－第三分區副助理總監
周宜瓔（VDS Sophie）—第三分區副秘書

2019中秋BBQ聯歡晚會
時 間：2019年9月6日（星期五）18:00
地 點：國賓飯店•4F戶外露天游泳池畔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費 用：社友分攤金NT$2,000｜寶眷餐費每位NT$1,600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一同烤肉、賞月，提
前歡慶中秋佳節！

本週喜慶社友（8/22~8/28）
王巧玲（Tony Tsai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謝林麗娟（PP Ocean）夫人生日快樂
丁嘉怡（Joe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8/23
8/24
8/25

第六屆天明萊德盃高球聯誼賽
時 間：2019年9月3日（星期二）
10:20報到分組•11:00開球
地 點：美麗華球場
費 用：NT$3,350 all in
備 註：賽後於球場餐廳進行頒獎及餐敘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與明德社一同切磋球
技！

3521地區總監盃親善高球錦標賽
時 間：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10:00報到
地 點：東華球場
費 用：擊球費NT$2,956 all in
報名費NT$1,000（含參加獎、晚餐等）
備 註：報名截止日期為8/31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喜慶社友Wool獨享大家的生日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8/15）
社員總數
74

出席人數
32

補出席
2

出席率
66.67%

請假缺席17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3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下週節目預告（8/29）
月底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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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公式訪問記要
社長Smart，還有我的總監特別顧問K.C.，還有所有扶輪的
兄弟姊妹們，大家午安！
非常感謝大家今天給我這個機會。大家知道為什麼
我要說「翻轉前進」嗎？其實我說的是就是要創新，因為
扶輪需要有一點改變。但是我要跟各位解釋，改變並不表
示從前不好，其實我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包括扶輪禮儀
和所有的行善工作都是建立在從前扶輪前輩們為我們打下
的基礎之上。改變的原因是我們既要保守住原有的基礎，
但又要更向前一步、變得更好，因為不變絕對不會變得更
好。其實DG沒有什麼，而且貴社也沒有需要我協助的地
方，因為天母社是一個健全且有歷史的社，我的責任是去
協助一些比較幼小、需要幫忙的社。有很多社會反應說其
實總監不用管我們，我們自己可以玩的很好，其實這沒有
錯，如果每個社都能跟天母社一樣好，總監真的不用做什
麼。所以我今天來主要就是想告訴大家我想為地區帶來一
些改變。
首先我要介紹RI今年度的主題－「扶輪連結世界」。
誠如Joe社友所說的，扶輪用行善連結了世界，對我個人
而言，還有另外一個重點，那就是我每次參加國際扶輪的
各種研習會時，如果有來自台灣的扶輪領導人，像是RI理
事或是地帶協調人等，全場會起立唱中華民國國歌。在座
各位應該很多人都經歷過看電影開場時要唱國歌的年代，
但其實我小時候並不喜歡唱國歌，尤其我又是台大法律系
的，天生反骨，但是我參加扶輪以後，有三次看到來自世
界各地的人全場起立為我們唱國歌時，我真的是感動淚
下。因此扶輪連結世界對台灣更多了一個特別的意義。
今年的RI社長Mark Maloney也是一位律師，他在聖
地牙哥我們總監當選人的受訓研習會時，一出場就抬起他
的右腳露出腳上的襪子，然後開口說了一句話：「Rotary
socks」，這句話聽起來有兩個意思：一個是扶輪襪，一個
是扶輪很爛。他用這樣的雙關語就是想告訴大家：「我要
改變」。因為他要做一個帶領改變的人，所以他不想要送
領帶或絲巾，現場每個人一聽都開始翻包包，等到確定有
領帶或絲巾時才鬆了一口氣，Mark Maloney社長說：「我
要改變，但是我還是尊重傳統，扶輪有很多美好的傳統並
不需要放棄它，改變不表示我們不尊重過去」。他的言行
舉止讓我知道他跟大家一樣，是個有赤子之心的人，雖然
他看起來好像很嚴肅。他來自美國阿拉巴馬州一個很小的
地方，他的學校只有6個學生，他是唯一一個在唸書的人，
只因為他的媽媽是老師。他說自己是一個小樹苗，後來變
成了律師，他要我們叫他「Popcorn King爆米花國王」，因
為他很喜歡吃爆米花。他說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站
在扶輪這樣的舞台上，能夠看到這麼大的一個願景。
他也非常重視扶輪家庭，因為他在25歲時就加入了
扶輪，成為扶輪人，因為他來自一個很小的地方，所以沒
有人際關係，也沒有什麼國際觀，但在加入扶輪之後，他
的事業就開始蓬勃發展。我想每個人加入扶輪都有一個原
因，可能是遇到了讓他仰慕的人，入社後可以留的下來是
因為這裡讓他覺得溫馨。我們做了很多服務，我們也很歡
樂，但最重要的是要讓社友覺得溫暖。Mark Maloney說他
在34歲時就當上了總監，但到了63歲才當社長RI，原因就

DG Sara
是他希望先照顧好家庭，可是
無論他工作再怎麼忙碌，他還
是一直留在扶輪，因為扶輪也
是他的家。因為他重視扶輪家
庭，所以要求我們在總監受訓
時帶我們的孩子一起去，結
果全世界539個地區，只有我
帶了兒子Joseph及女兒Irene一起去。在與RI社長午餐時，
他的夫人對著全場說歡迎來自台灣的Joseph和Irene，我
聽了都起雞皮疙瘩。其實我之前也常帶他們出席各項扶輪
活動，但是直到這一刻才打動了他們，我當時才17歲的女
兒還問我：「媽媽，我是不是已經成為扶輪社友了？」我
說：「對不起，你至少要先參加例會3次。」
RI社長很喜歡台灣的攤位，我們還特地從台灣帶了
戲服給他們穿。他曾經來過台灣三次，結果每次都遇到颱
風跟地震，只能說台灣真的是震撼人心。我覺得台灣人在
那裡至少受到平等的對待，很多前社長都會主動來找我合
照，還問我是不是認識RIPP Gary，對我們非常友善。這次
我有12位來自台灣的總監同學們，他們都很照顧我和我的
孩子。因為RIPP Gary的關係，我們有機會全體大合唱《這
是咱的扶輪社》，全體1800多個人別說台語，連國語都不
會講，但是對著字幕用拼音合唱。這次受訓完，我更喜歡
Gary了，以前會覺得他高高在上，好像有點遙不可及，但
是這次去參加，我發現不管今天的領導人是怎樣的，只要
當他站在國際舞台上，可以讓大家看到我們，他就是一個
好的領導人。
以下我就跟大家摘要一下RI社長希望大家做到的四個
要點：一、扶輪必須成長，尤其是引薦年輕人加入扶輪，
過去三十年的RI社長中有90%－27位是20∼30幾歲加入
扶輪的。我們3521地區目前是台灣社員人數最少的地區，
這點還需要大家多多幫忙，我們地區在七月份淨成長了58
位社友，領先全台其他11個地區。好的領導人一定可以吸
引好的人才，天母社這麼優秀，我希望你們也能加速的成
長。我今年提出了一個口訣：「社員成長1＋1」，就是希
望每位社友都能引薦一位新社友進入地區，請大家把孩子
帶進來扶輪。現在大家都在搶人，如果沒有大家的幫忙，
我們很難做到社員成長。總之，就從帶一位來賓開始，這
也是我今年對大家唯一的要求。
第二點，扶輪必須要改變。改變並不是代表過去不
好，像我今年在地區也做了很多的改變，第一個就是精簡
地區組織，將原本280多個委員會精簡成143個；而且我一
一拜訪分區領導人及拜訪社當，並且各社分別舉行會前會
和公式訪問，這必須花很多的時間，但這完全沒有影響到
我的事業，我在7月1日同步成為我們律師事務所的所長。
我們希望看到的是最精英的隊伍，我的委員會個個都是強
棒！貴社有想過你們要做什麼改變嗎？例會是不是一定要
這樣進行？我經常在後面鞭策Smart社長，如果他有提出一
些什麼新的作法，還請大家多支持他。改變或許不能變得
更好，但不變就只能在原地踏步。
有關翻轉教室的部份，剛才Sophie已經幫我做了介
紹。而在地區研習會方面，我把11場精簡為5場，為了節省

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

時間及分工合作。我希望貴社的委員會，包括扶輪基金，
都能著重在讓社友參與。我發現很多社參加活動都是執秘
或是社長在催社友報名，事實上服務主委都應該來分擔這
項工作。從前的總監月刊都是發行紙本或pdf，現在我改成
了週報影片，大約3∼5分鐘，希望大家都可以輕鬆閱覽，
未來也希望所有的總監都能盡量不擾民，但可以簡單快速
的將訊息傳達給大家。另外我還設立了一個《3521 LINE家
庭》，所有的地區行事曆、獎勵辦法和各社例會資訊都放
在其中，裡面還有一個職業平台，希望大家能夠多多進去
登錄，多加利用。
另外，我還發起了多分區的聯合例會，用意就是在不
要改變例會時間的前提下，讓同一天例會的幾個社一起聯
合例會，並鼓勵大家那一天特別邀請可望成為扶輪社友的
來賓一起來參加，讓他們見識一下扶輪大家庭的魅力，進
而認同後入社。此外，我也希望各分區舉辦聯合例會，主
要目的是舉行職業表揚，表揚各行各業的精英。在服務的
方面，我希望回歸各社，由各社自辦或合辦服務計劃，像
三分區的至善社就主辦了一個柬埔寨的國際服務計畫。地
區的責任不是辦一個大場子讓大家參加，一定要各社自己
親力親為，才能獲得感動。
Bill Gates對End Polio相對基金的捐助期限是2020年

底，我們希望根除小兒痲痺的最後一里路能在2020年底前
完成，這也是RI社長強調的第三個重點。我必須強調扶輪
基金不是在追錢，扶輪基金主委的工作是要讓社友知道扶
輪基金到底都用在什麼地方。有個奈及利亞的小女孩就曾
經問我為什麼台灣人這麼慷慨，願意捐這麼多錢來幫助像
奈及利亞這麼遙遠的地方？那個國家已經兩年沒有小兒麻
痺個案了，但要宣佈徹底根除必須要有三年以上的時間，
所以當地的扶輪人每天起來第一件事就是看有沒有新的病
例。因為世界大部份的國家早就已經沒有小兒痲痺的問
題，所以很多人根本不瞭解這個疾病，RI也很擔心大家因
此停止對End Polio的捐獻。
RI社長講的四個重點中，最後一點是扶輪家庭。請你
們重視家庭，讓家庭成員都能成為扶輪的一份子。扶輪家
庭需要尊重與平等，所以我說不要再稱呼「老闆」、「長
官」、「家長」，因為我們都是兄弟姊妹。
最後我用我參加PETS晚宴時穿的晚禮服做結尾，這
件衣服是用我參加扶輪20年來每年的絲巾及領帶做成的，
我用它來表達我對過去總監的感謝，也許我現在所說所做
的，大家都可能會忘記，但是我希望「我用心、我創新」
的感覺能讓大家永遠記得，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8/15）

△ 歡迎第三分區副秘書Sophie蒞臨指導：Michael
△ 歡迎總監Sara來訪，增添天母社光彩；歡迎美麗動人的地
區副秘書Sophie蒞社：Sam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2,500
承上期
承上期
193,418
合 計
205,918
總 計：337,328
丙、高球捐款
現 金
IOU
合 計

丁、獎助金捐款
1,000
IOU
1,000
承上期
2,000
合 計

131,410

4,500
41,500
46,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0,000
承上期
146,888
合 計
156,888
△ 祝DG Sara天母社公式訪問順利成功，Smart社長愈做愈
順：至善社VAG John（NT$2,000）
△ 總監公式訪問圓滿成功，天母社各位社友平安喜樂，社運
昌隆：天欣社VDS Sophie（NT$2,000）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Casting、Cory、
James、John、Kevin、K.C.、Sam、Smart、Tiger、Tim
△ 歡迎總監蒞社公式訪問：Call、Cory、Gene、Porcelain、
Tiger
△ 歡迎DG Sara、DGN Dennis、VAG John、VDS Sophie蒞
社指導：Smart、Tim
△ 預祝8/20（二）STAR會議大成功，謝謝主講人PP S.R.：
Cory
△ 歡迎Sara總監蒞社指導，也歡迎DGN Dennis、VAG
John、VDS Sophie蒞社：Lio
△ 熱烈歡迎3521地區總監Sara蒞臨天母扶輪社公式訪問，
主講精彩可期，圓滿成功：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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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球捐款：
△ 歡迎DG Sara、DGN Dennis、VAG John、VDS Sophie蒞
社：K.C.（NT$1,000）
△ Noar和Sam兩個不知天高地厚，上星期在國華球場越級挑
戰社長及PP Spring，還下賭注，果不其然被打的落花流
水，願賭服輸，但社長和PP Spring不收錢，經PP Spring
指示捐至高球帳戶。Noar、Sam經此教訓，回去再練好球
技，勢必討回：Noar（NT$500）、Sam（NT$500）
※ 獎助金捐款：
△ 歡迎DG Sara蒞社訪問，深感榮幸之至：Henry Chen
（NT$1,000）
△ 歡迎地區總監Sara蒞臨指導：James（NT$1,000）
△ 熱烈歡迎DG Sara蒞社指導：Ocean（NT$1,000）
△ 慶祝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健康幸福永久：Porcelain
（NT$1,000）
△ 熱烈歡迎DG Sara蒞社指導，歡迎地區副秘書PP Sophie：
S.R.（NT$5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熱烈歡迎地區總監DG Sara蒞臨本社公式訪問：Casting
（NT$1,000）
△ 祝賀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500）
△ 熱烈歡迎DG Sara、DGN Dennis、VAG John、VDS
Sophie蒞社指導：John（NT$1,000）
△ 熱烈歡迎DG Sara蒞社訪問指導：Kevin（NT$2,000）
△ PP George、Wool、PP Shawn、Michael Lin、Bruce夫人
生日快樂：S.R.（NT$500）
△ 謝謝社友大家的祝賀，同時祝福本週喜慶社友及社友夫人
生日快樂：Wool（NT$5,000）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
地
出

間：2019年8月8日（星期四）2:10PM
點：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席：賴聰穎 郭秋晨 楊文宗 侯舒文 張丁山 黃三榮
張榮輝 陳錦堂
請假缺席：陳文祥 呂勝男 劉啟清 陳志瑤 王國添
列
席：鄭承宏 林錦成 陳敦弘 彭民雄 王冠敦
主
席：賴聰穎
記錄：李佳茹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社區服務委員會已於2019年7月26日（週五）專程
前往雲林斗六雲彩少年學園進行參訪暨完成今年度
「贊助社團法人台灣雲彩全人關懷協會計畫」捐贈
儀式。
2. 扶輪行動特別訓練委員會將於2019年8月20日（週
二）假TRAVELER教育訓練室以講座形式舉行第
101次STAR訓練會議。
3. 今年度本社將接待一名來自巴西4520地區之RYE
Inbound學生何家莉，預定安排於2019年8月29日
（週四）蒞會進行自我介紹。
4. 今年度天明盃高球聯誼賽由本社輪值主辦，將於
2019年9月3日（週二）假美麗華球場舉行。
5. 今年度中秋聯歡晚會將於2019年9月6日（週五）
假台北國賓飯店4F露天游泳池畔舉行。
6. 本社與華岡、陽光、華山四社共同舉辦之首次跨分
區聯合例會將於2019年9月19日（週四）假福華飯

店舉行，當日主講人為新生代基金會董事長林火旺
博士。
7. 地區總監盃親善高爾夫錦標賽預定於2019年9月27
日（週五）假東華球場舉行。
8. 姊妹社委員會預定於2020年5月22日（週五）∼26
日（週二）組團訪問日本大阪梅田姊妹社暨舉行北
海道之旅。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三十八屆（2019.7.1~2019.7.31）財務報表，提
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2. 今年度地區總監擬央請本社輔導成立一日語扶輪
社，提請討論案。
決議：邀請該社創社社長暨第二任社長或秘書長先加
入本社學習，待其熟悉扶輪社務運作後再考慮
輔導其創社。
3. 第一次爐邊會談中心議題，提請討論案。
決議：中心議題訂為「如何應援新社友」。
4. 社友（出國）請假，提請通過案：Peter 8/8~8/31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
1. 今年度天母扶青團就職典禮的流程、座位安排似乎
因團員不諳團務而顯得較為混亂，提議邀請PP幫
團員重新上課。
決議：請曾擔任過扶青團主委之PP P.J.協助幫團員上
課。

上週例會剪影
本社今年度共有四位PP－PP K.C.、PP James、PP C.I.、PP Michael應總監邀請出任地區職委員，DG Sara特別趁公
式訪問之便蒞社頒發電子聘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