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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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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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77次例會）

上週出席報告（7/14）

主講人： 劉定綱 先生
講 題： 給未來年輕世代的台語課本
學 歷： 台灣大學社會研究所博士
經 歷： 師大台文系兼任助理教授
文化研究學會監事
台灣ACG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現 職： 奇異果文創總監
介紹人：PP S.R.

社員總數
71

補出席
3

出席率
64.58%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3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7/14）
謝明健 先生（Ken）－P Brian來賓
王顯鴻 先生（Andy）－Vance社友來賓

本週喜慶社友（7/21~7/27）
朱婉婷（PE Hank）夫人生日快樂
劉凱平（PP Investor）與沈安蓉女士結婚
18週年紀念日快樂

出席人數
28

7/25

下週節目預告（7/28）
7/23
月底例會：第二次社務行政會議

八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2022年8月10日（星期三）13:00開球
地 點：林口球場
費 用：NT$3,33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參加月例賽！

第九屆天明萊德盃高球聯誼賽
時 間：2022年9月6日（星期二）11:40開球
地 點：林口球場
賽 制：新新貝利亞
費 用：NT$3,100 all in（35人以上優惠價）
餐敘暨頒獎：球場餐廳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賽！

例會捐款報告（7/14）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現金
3,000
承上期
IOU
19,500
承上期
64,696
合 計
87,196
總 計：172,183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丁、獎助金捐款
1,000
IOU
2,000
3,000

84,987

2,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0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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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扶輪

不惑講堂第六講：地區面
主講人：PP John
P Brian、各位PP、各位社友，大家好！
能夠在41屆擔任第一位主講人，雖然是代打上陣，但
是能有這個機會來主講，我個人覺得非常榮譽，也非常謝
謝社友剛才寫了那麼多IOU的鼓勵跟支持，希望今天能把我
的淺見稍微分享一下。
這份PPT原本是40屆不惑講堂的資料，原訂6月份舉行
的不惑講堂因為疫情取消，沒想到還有機會能來分享，所以
昨天我又重新惡補了一下。這是根據原先規劃的不惑講堂制
定的簡報，在前面的五講裡有非常精彩的內容，由PP Henry
說明「組織面」、PP George主講「聯誼面」、PP Lease
主講「費用面」、PP Insurer主講「社友面」，還有
PP Universal主講「服務面」，這些都是重量級的大老們，
會邀請不才小弟John來講「地區面」，我也是有點不解，
但既然PP S.R.交付了這個任務，我就盡力以我個人的理解
來製作這個簡報的內容。首先，我要先聲明一下，最近社會
新聞蠻多的，提到有人論文抄襲，所以在此我要先聲明我的
簡報內容是抄襲的，創作比例只有30%左右，請各位多多見
諒。好比說我前面這一張完全是抄襲社刊上的內容，後面還
有很多內容是網路抄襲以及各種抄襲，不過舉例雖然是抄襲
的，但內容都是真實的。
藉此機會，我真的要非常感謝PP S.R.，他做事真的很
認真，為了不惑講堂付出了相當多的精神、時間、甚至金
錢。我光是吃他請的懷石料理，一個人就要4、5千元，我
還吃了兩頓，所以不來主講一下好像對不起他。
談到地區，不免要先提到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Rotary International，簡稱RI）創立在1905年，我們還
在清朝時期，當我們遭遇八國聯軍的時候，美國就已經有
了扶輪，可見得西方先進國家還是有許多值得我們效法之
處。RI算是一個世界扶輪社的聯合會，我們天母社也是它
的會員之一。RI本身也有一個完整的管理機制，最高的決
策單位一樣是理事會，由19位成員組成，除了當年的RI
社長和社長當選人外，其餘17名理事由全世界34個地帶
（Zone）選出來。至於下面各地區的運作等等，也都是在
RI一定的規矩之下逐漸衍變而來。
國際扶輪是一個非常龐大的組織，實際負責行政管理
運作的是國際扶輪秘書處，設有秘書長一人，為行政運作
的最高負責人，總部設在埃文斯頓，在全球還有7個國際辦
事處（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印度、日本、韓國及瑞

士），共約600名的職員。
國際扶輪的會員包含你我在內，共有37,000個扶輪
社，分屬於541個地區（District）－也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些地區劃分為34個地帶（Zone）；所有地帶再劃分為41
個區域（Region），地帶及區域之劃分主要是為了選舉及
教育訓練需求。根據最新統計，目前全世界有120多萬位扶
輪社員，遍佈於200多個國家及地區。國際扶輪是一個非政
治和非宗教的國際組織，不分種族、膚色、信仰、宗教、
性別或政治偏好，開放給所有人參與。其宗旨為藉由匯集
各領域的領導人才，提供人道主義服務，促進世界各地的
善意與和平。
國際扶輪在1943年起採用「四大考驗」，剛才糾察長
也有特別提到。四大考驗已經被扶輪人使用了80年，直到
現在仍舊是我們的精神指標，也是社友們在事業及生活上
的遵行依據。
國際扶輪去年度的社長是來自印度的梅塔，在今天社
刊裡可以看到今年度的社長是加拿大籍的Jennifer Jones，
她是首位女性RI社長，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台灣也
曾經出過一位RI社長，那就是台北社的Gary黃其光先生，
他現在應該稱為PRIP。每個年度，國際扶輪都有不同的主
題，21-22年度是「Serve to change lives以服務改善人生」
，今年度則是「Imagine Rotary想像扶輪」。
在國際扶輪之下還有一個「扶輪基金會」（The
Rotary Foundation，簡稱TRF）也是非常重要的，我們
許多服務計畫都跟這個基金會有關。社友們每年捐贈給保
羅•哈里斯的年度基金和永久基金都會進到TRF裡面，前者
在捐贈三年後會返回部份到地區來支持各社舉辦的國際服
務計畫，像是我們申請的全球獎助金計畫，TRF就會從年度
基金裡面撥款補助，地區也會從TRF返還的基金中撥款補

助。TRF的規模也很大，它是在1917年亞特蘭大國際年會
時通過發起成立的，根據我查證的結果，現在一年平均從
全世界各地扶輪社募得的款項總額大約是4~5億美金。

社，像是PP Michael可以出來創新社，這還是蠻危險的。
其實天母社如果單看人數，在地區也算是前幾名的大社。
北區社現在有120多人，是3521地區最大的社，他們雖然是
最老的社，但透過不斷有新血加入，算是換血一輪了，而
且做了很大的突破，從多年前就開放加入女性社友。現在
地區純男性社友的扶輪社不多了，只有天母、明德、至善
等幾個社，大多是男女混合社居多，但天母社仍舊堅持傳
統，寧死不屈這樣一個狀況。

接下來就要談到我們所謂的「地區」，我剛才提到過
全世界目前共分為541個地區，每個地區皆以四碼數字編
號，像是2660、3521等等，各由一位地區總監（District
Governor，簡稱DG）負責領導，每任地區總監任期為一
年，地區總監由該地區內的各扶輪社共同選出，屬於國際
扶輪的職員。總監會委任社友擔任助理總監（AG），DG的
主要職責就是負責指導及支援地區內各社的運作。

簡單介紹一下，去年度的總監是仰德社Dennis，以後要
稱他為PDG了，他也是非常熱心，從事的是醫療器材的工作。

天母社在1982年成立時是屬345地區第二分區；1987
年劃入348地區第二分區；1991年劃入3480地區第九分
區；1998年劃入3520地區第五分區；2017年才劃入3521第
三分區。每隔一段時間，地區就跟細胞分裂一樣會進行擴
充，這對RI來講不僅代表了人員的增加，也代表會費收入
的增加，所以歷屆的RI社長也好、地區總監也好，我相信
他們最大的目標就是增加人員，因為人一多，錢也會多，
各項服務計畫的內容也會跟著更加充實，因此社員成長一
直是RI和地區重要的工作計畫目標之一。

RI將全球劃分為34個「地帶」，平均約16個地區組成
一個地帶（最少9個、最多29個地區），每個地帶皆設有
協調人，任期三年。2017年起，香港、澳門、台灣、大陸
及蒙古一起被劃分為9地帶，每兩個地帶會共同選出一個主
持人，任期兩年，該主持人同時也成為國際扶輪理事會的
成員。這也是為何台灣一直爭取要劃分地區，為的也是爭
取推派RI理事的機會，這樣在RI也就有發言權了，像PRIP
Gary就爭取將中文成為RI的官方語言之一，這也是很大的
貢獻。

經過這幾年的演變，2017年7月開始，國際扶輪理事
會批准將台灣的7個地區重劃為12個地區，原本的3520地區
重新劃分為3521、3522和3523地區，我們天母社則納入以
北區社系統為主的3521地區。按2022年2月的統計資料，
台灣12地區共有930個扶輪社，共計有33,436位社員。截至
2022月4月30日為止，3521地區辦的統計結果，3521地區
共有11個分區、59個扶輪社、共計2,327位社員；在2017年
分家的時候，3521地區是最小的地區，只有1,700個社友，
經過幾年的時間，人數雖然增加了600多位，但與其他地區
相較，人數還是最少的。以下就請大家看一下2021-22年度
3521地區系統圖，以及各分區所轄扶輪社一覽表。

地區每年都有規劃很多的服務項目，我就不再一一贅

按照3521地區系統圖來看，扣除龍頭北區社，天母社
算是僅次於陽明社（1978年成立）的老社。我們在1989
年輔導成立了明德社，第二個子社－天和社則在2007年成
立，天母社不是很會生，大概是計畫生育，認為兩個就夠
了，而明德社和天和社也不太會生，只分別輔導了至善社
和天欣社。至於我們的母社北區社雖然很老了，但還是很
會生，去年還又輔導成立了兩個社。我們三分區只有五個
社，一般都習慣在分區的小範圍內活動聯誼，每年都會輪
流接受總監的任命，派社友出任AG、VAG，像今年我們社
PP Bruce就應邀擔任地區副祕書（VDS），明年可能又會
輪到本社社友負責擔任AG的工作。歷屆總監一直希望天母

述，只簡單重點說明，好比說去年度天母社主辦的慈善音
樂會及幸福巴士都被列在地區的工作計畫裡面，都是地區
重點支持的社區服務一環，其中幸福巴士是我們PP Michael
和PP Investor多年熱心、熱情地持續在進行的一項服務項
目；我們去年主辦的慈善音樂會也很隆重而成功。歷年總
監上台一定都是照本宣科，將社員成長列為重點項目，希
望能不斷創立新社、增加扶輪社友。
此外，除了形象宣導，還有地區的教育訓練也都是地
區活動重要的一環。也希望有機會，年輕的社友能多參加
地區的各項訓練會議和說明會，我同時建議歷屆社長應該
率領自己的職員、主委和新進社友多參加這些講習會，社
友不用每年都去，但至少去個一兩次，可以拿些資料回來
參考。像我今天的簡報內容很多就參考了2021-22年的訓練
研討會手冊，其實裡面的內容相當豐富，大家只要走一趟
就知道地區在做些什麼東西，也可以藉由會議的參與認識
到非常多熱心的扶輪人，多交一些朋友。
大家可以從地區的組織表中看到各個委員會的位
置，PP George就應邀擔任了22-23年度DG Joni的特別顧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問，像之前PP K.C.也連任了好幾年。外面常有人說天母社
都玩自己的，不太參與地區的活動，其實並不盡然，很多
社友還是有參與地區的服務工作，像是去年度PP Michael
擔任第三分區副助理總監及新社擴展委員會副主委、幸福
巴士服務計畫主委、地區聯誼委員會副主委，PP Investor
擔任慈善音樂會服務計畫主委等。只是很可惜的，天母社
40年來都沒有社友願意代表角逐地區總監的職務。
有關費用部份，每位社友每年都有針對RI及地區繳
付相關費用。像是每半年會對RI繳納長年會費—每半年
US$35和每年立法會議分攤金US$1；至於地區，有地區辦
事處的分攤金NT$1,020、地區配合款NT$1,000等。

△ 主講人車馬費：John（現金NT$3,000）
△ 熱烈歡迎PP John不惑講堂，精彩可期！！Andrew、
Gene、George、K.P.、P.J.、Porcelain、Sam、Taipei
George
△ 恭喜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快樂！Bruce、Hank、John、K.P.
、Porcelain、Sam、Taipei George
△ PP Big John演講精彩可期，洗耳恭聽：Brian
△ 熱烈歡迎王顯鴻Andy先生蒞社：Brian
△ 狂賀PP John演講成功！Bruce T
△ PP John讚！Call
△ 感謝John熱情演講，精彩可期：Chris
△ 確診後參加例會，感受到社友的溫暖，感覺人都好了！
Chris
△ 新團隊很棒，加油：Cory
△ 賀PP John扶輪知識講堂大成功：Cory
△ 恭賀P Brian榮任社長，萬眾期待！Eason
△ 期待豪宅推手PP John分享「不惑講堂」，絕對精彩：
Eason
△ 歡迎好友王顯鴻Andy蒞社參加例會！Frank
△ 祝賀Dennis、Neuro與Kevin等喜慶社友天天快樂！
George
△ PP John今天演講必定精彩：Hank
△ 狂賀天母社第41屆由P Brain、S TT帶領出發，帶來全新
朝氣、氣氛：John
△ 歡迎Vance的來賓Andy、Ken：K.P.
△ 祝賀恭喜第41屆社長暨理事職員就職典禮順利完成！K.P.
△ 歡迎主講人PP John主講，精彩可期、圓滿成功：Michael
△ 純歡喜：Noar

以下我簡單做一個總結。打個比方，如果天母社是地
球，我們在地球上生活得非常舒適，地區假設是太陽系，
做為一個地球人，偶而我們也要關心一下太陽系是怎麼一
個狀況，有機會也要多接觸一下周遭的其他行星，不要只
滿足於地球上的生活，未免不盡理想。RI可以比喻為銀河
系，非常大、非常遼闊，而且形成時間久遠，它已經有一
個很成功的組織操作模式在運作，我們在事業或生活上有
很多可以學習借鏡的地方，所以我建議社友們不單單處在
舒適的環境裡面，有機會也踏出去看看，說不定能獲得新
的知識、接觸新的朋友、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以上就是
我今天的分享，謝謝各位！

△ 感謝PP John不惑講堂之傾囊相授；感謝社長昨日高球例
賽之晚餐：Patrick
△ 歡迎謝明健、王顯鴻蒞社訪問：P.J.
△ 謝謝社長昨天宴請高球隊友：Sam
△ 歡迎Andy、Ken蒞社：Sam
△ 感謝PP John拔刀開講，精彩可期：S.R.
△ 感謝各位社友關心，本週順利陰性出關，見到大家超開心
：Terry
△ 恭賀Brian社長登基，41屆必定精彩，天天開心：Terry
△ 謝謝Brian社長招待晚餐，41屆政通人旺：Tim
△ 歡迎Andy蒞社聯誼：Tim
△ PP John豪宅推手精彩登場，駕輕就熟！Tim
△ 感謝社長用心，將扶輪四大考驗旗找出，警惕在心！TT
△ 歡迎Andy王顯鴻蒞社參加例會：Vance
※ 高球捐款：
△ 輸對手PE Hank、PP Michael，對手不收，加碼捐高球基
金！Bruce T（NT$1,000）
※ 獎助金捐款：
△ 祝Brian社長今年一切順利，社運昌隆：Andrew
（NT$500）
△ 本週喜慶社友快樂、健康：Gene（NT$1,000）
△ 希望今日主講不會落漆走鐘：John（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期待在新社長、新理事會引領下，第41屆天母社更上一層
樓！George（NT$100,000）
△ P Brian New Starting 四大考驗在例會，讚：S.R.
（NT$500）
△ 新年度開始，祝福大家健康快樂：Taipei George
（NT$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