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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扶輪，台灣誓師！



     各位親愛的2014-15年度光耀扶輪團隊、助理總監、社長、秘書們，新的年度已經正式展

開，相信貴社在經過DTTS、PETS、DTA一連串緊鑼密鼓的訓練會洗禮後，已經摩拳擦掌為我們

的全新年度做好準備。

     RIP Gary 給我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成為扶輪的“Best Class”。RIP Gary 引用孔子所

說“與其抱怨，不如改變 It’s better to light a single candle than to sit and curse the dark-

ness”。英文的俗語說“與其詛咒黑暗，不如點燃一根蠟燭”來引述扶輪正面的能量與意涵。

120萬人每人點燃一根蠟燭，加起來有多大的能量多大的影響力來改善世界!期許120萬扶輪人

都挽起袖子團結一心來光耀扶輪。即將展開的 7/5 “扶輪日Rotary Day”由台北社主辦，我們

藉此向社會大眾展現扶輪的所做所為正在改變世界。而努力了超過1/4世紀的消除小兒麻痺，也

將是本年度的重點活動之一，設定在2018年完全消除小兒麻痺。基金與社員的成長(130萬社

友)可以讓我們達成目標。

本年度的地區目標包括 :

1.社員成長500 Plus

2.成立新社及推廣衛星扶輪社

3.基金捐獻成長30%

4.各項服務計畫

5.聖保羅年會450人

     服務計畫中除了7/5扶輪日外，還有8/31路跑活動、10/16-24的End Polio Cycling 

Tour，及歷年來延續性的服務計畫如RYLA、YEP等，都請各社全力支持踴躍參加。

     今年度主題為光耀扶輪 Light Up Rotary，我們秉持著扶輪的座右銘 “服務愈多、受益愈

大”，並延續著 “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的精神，必能在這個充滿挑戰的14~15年度裡，光耀

自己、光耀扶輪! 

林鑾鳳 DG Naomi

國際扶輪3480地區總監  

總監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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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5 快樂幸福

總監訓練會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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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監訓練會剪影



RI 社長文告

總監月報︱2014年︱7月號 4

2014-15國際扶輪社長年度主題



RI 社長文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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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5  RI  Presideat
Annual  Theme



2014年1月
國際扶輪理事會2013-14年度第3次會議於2014

年1月20日-23日在美國伊利諾州伊文斯敦舉行。

在這次會議中，理事會審核8個委員會的報告並做成

35項決議。

扶輪社及地區
理事會重組2230地區（白俄羅斯、波蘭、烏克蘭）

的扶輪社，劃分為兩個地區，自2016年7月1日生

效，新的2231地區包涵波蘭的國界；2232地區包

涵白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國界。理事會亦重組墨西哥的

扶輪社，把4180、4190和4200三個地區併為

兩個新地區：4185和4195地區。

為努力改善社員資料的及時性和品質，理事會更改了

有關扶輪社如何報告這些資料的政策，包括要求扶輪

社必須在30天內報告新入社社員和退社社員資料，

並規定扶輪社秘書負責及時向國際扶輪報告社員資

料，自2015年1月1日起生效。這些改變將進一步

使國際扶輪能夠簡化它列帳向扶輪社收取每人會費的

程序。

計劃
理事會同意修改年度扶輪協調人與扶輪公共形象協調

人的訓練，自2014-15年度起，只訓練新派任的協

調人，而非訓練整個協調人團隊。

國際會議
理事會同意提供一個世界性的退款辦法，根據地區

在2014年7月1日半年度報告中的社員人數，對

2015年3月之前註冊報名聖保羅國際年會人數（註

冊者為扶輪社員及19歲或19歲以上的賓客），達到

超過該地區扶輪社員人數10％的地區，提供退款;退

款最高達該地區合計報名費的10％，於國際年會後

付該給地區。

行政管理及財務
鑒於有機會在世界性博覽會推廣國際扶輪的工作，理

事會同意支持國際扶輪參加2015年米蘭博覽會。

理事會修改了其建議的禮節，供國際扶輪及扶輪基金

會現任職員、前職員及未來職員、委員會委員、及其

配偶，在國際扶輪所有會議、集會及列隊歡迎時，按

下列禮節介紹及安排席次，並在國際扶輪所有出版品

按此禮節列名：

社長（或社長代表）

前社長（按資歷）

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副社長

財務

理事執行委員會主委

其他理事

保管委員會主委

保管委員會主委當選人

保管委員會副主委

其他保管委員

秘書長

前理事（按資歷）

理事當選人

前保管委員（按資歷）

下屆保管委員

理事提名人

前秘書長（按資歷）

英 愛 國 際 扶 輪 社 長 、 甫 卸 任 前 社 長 、 副 社 長 及

名譽財務

地區總監

前總監（按資歷）

扶 輪 協 調 人 、 扶 輪 公 共 形 象 協 調 人 及 地 域 扶 輪

基金會協調人及收入基金/巨金捐獻顧問

總監當選人

總監提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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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月RI理事會決議摘要



JANUARY 2014
The third meeting of the 2013–14 RI Board of Directors 
was held on 20–23 January 2014 in Evanston, Illinois, 
USA. At this meeting, the Board reviewed 8 committee 
reports and recorded 35 decisions.

CLUB AND DISTRICT
The Board reorganized clubs in District 2230 (Belarus, 
Poland, Ukraine) into two districts, effective 1 July 2016, 
with new District 2231 comprising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of Poland and District 2232 comprising the national 
boundaries of Belarus and Ukraine. The Board also 
reorganized clubs in Mexico, consolidating Districts 4180, 
4190, and 4200 into two new districts: 4185 and 4195.
In an effort to improve the timeliness and quality of 
membership data, the Board made changes to policy 
regarding how clubs report this information, including 
requiring that clubs must report their new and terminated 
members within 30 days and by establishing that the club 
secretary is responsible for timely membership reporting 
to RI, effective 1 January 2015. These changes will further 
enable RI to simplify how it bills clubs for their per capita 
dues.

PROGRAMS
The Board agreed to revise the annual Rotary coordinator 
and Rotary public image coordinator training, beginning in 
2014–15, to include only the new appointees, rather than 
the full team of coordinators.

INTERNATIONAL MEETINGS
The Board agreed to offer a worldwide rebate to those 
districts that reach a registration number for the São Paulo 
convention (registrants to be Rotarians and guests at 19 
or older) before 31 March 2015 that exceeds 10 percent 
of the Rotarians in their respective districts, based on the 
1 July 2014 semiannual report; with such rebate to be up 
to 10 percent of the districts collective registration fees 
payable to the district after the convention.

ADMINISTRATION AND FINANCES
Noting the opportunity to promote the work of RI at a 
world’s exhibition, the Board affirmed its support of RI’s 
participation at Expo Milano 2015.
The Board amended its recommended protocol for 
introducing, presenting, and seating all current past, 
and future officers of RI and its Foundation, committee 
members, and their spouses at all RI meetings, function, 
and receiving lines, and for listing in all RI publications to 
be as follows:
President (or president’s representative) 
Past presidents (in order of seniority) 
President-elect 
President-nominee 
Vice-president 
Treasurer 
Director Executive committee chair 
Other directors 
Trustee chair 
Trustee chair-elect 
Trustee vice-chair 
Other trustees 
General secretary 
Past directors (in order of seniority) 
Directors-elect 
Past trustees (in order of seniority) 
Incoming trustees 
Directors-nominee 
Past general secretaries (in order of seniority) 
President,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and honorary treasurer of RIBI 
District governors 
Past district governors (in order of seniority) 
Rotary coordinators, Rotary public image 
coordinators, and regional Rotary Foundation 
coordinators and endowment/major gift advisers 
District governors-elect 
District governors-nominee

總監月報︱2014年︱7月號 7

January 2014 RI BOARDDecisions  



地區團隊訓練會籌備主委

羅芳蘭 PP Balance (百合社)

透過窗戶玻璃上迷濛霧氣滴落的水痕中，看到扶輪旗幟正飄揚在台灣大學霖澤館館外入口處，扶輪人不畏刺

骨的寒流，正由各方湧入會場，參加DG Naomi 帶領RI3480鳴槍起跑的第一場地區會議──「地區團隊訓練

會」，為2014-15年度揭開了「光耀扶輪」的序幕。

冷冽的空氣散發著清新的味道，光耀扶輪年度旗幟及扶輪四大考驗旗幟高掛在會場，主席及講師群次第有序氣

勢昂揚的坐在講台上，讓周末早起與會受訓的社友神態為之一振，精神抖擻和著地區合唱團悠揚的歌聲，賣力

又真情的唱出台灣人的歌，「…這是咱的扶輪社，什麼人才攏置遮…」，這首由RIP Gary 指定為「光耀扶輪」

年度的RI社長歌，原汁原味的唱出台灣味的扶輪精神，展現出扶輪在台灣的生命力。

DG Computer 承襲傳統，於會中致詞，恭喜DG Naomi 學成歸國，將2014-15年度RI社長Gary 所要求的挑戰

帶回地區，並預祝DTTS圓滿成功，勉勵社友一起努力「Light Up Rotary」光耀扶輪，讓人類更幸福，讓世界

更美好！

地區領導人訓練委員會主委PDG Medicare 說眀DTTS的舉辦，旨在於鼓勵地區中具向心力且熱誠服務的領導人，

透過今日的訓練會聆聽下屆總監闈述其年度主題眀、目標。訓練的目的是以地區領導人團隊的技能，知識及推動

力，經由講師群以分組授課及討論，來支援地區眀各扶輪社的社務推行與年度目標的順利達成。

DG Naomi 在致詞中強調，「光耀扶輪」的RI社長是來自台灣本地區台北社的Gary 黃其光先生，稱2014-15

年度為「The Best Class」期許比RIP Ron. Burton 的「First Class」更躍進。在聖地牙哥舉行「國際講習Inter-

national Assembly」訓練，會中RIP Gary 引用孔子所說：『與其抱怨，不如改變』。即西諺所說「與其詛咒黑

暗，不如點燃一根蠟燭」，來譬喻扶輪正面的能量與意涵。

DG Naomi 除介紹年度主題、說明地區目標、闡明地區行政管理及建立溝通架構外，並介紹由臺灣人第一次擔

任國際扶輪社社長的演說影片。影片中，RI社長所到之處中華民國之國旗隨之飄揚，原住民高亢清亮的歌聲，

引領出中華民國的國歌，頓時會場中社友熱血奔騰，大家跟隨影片之中文字幕，一起聽國歌並輕聲和唱著「三

民主義，吾黨所宗…」，而在華語文的年度口號「光耀扶輪」映入眼簾時，更令人激動得感受到臺灣人的驕

傲。DG Naomi 說：當家作主的感覺真好！呼籲大家手牽手心連心，達成新年度目標，一起來光耀扶輪！

參與地區團隊訓練報名人數有140位，特邀請歷屆的PDG，Y.H.、Electronics、Medicare、Jimmy、Michelle 

及Legal 等前總監們來擔任訓練講師，PDG 藉『地區領導人的角色與職責』、『如何與扶輪社合作』及『如何

取得資源及運作資源』等三大主題內容，精闢詳實傳授扶輪社百年的經營精髓，並鼓勵提問及發掘問題，透過

精彩的演說及經驗的分享，讓團隊成員彼此受益。

訓練會課程分有助理總監組及地區委員會組，講習地點分別為在館內三樓教室及大會堂，會中DG Naomi 在IDS 

Jean 及籌備主委PP Balance 的伴隨下來回穿梭其中，一方面對開講授課的PDG 表示尊重及謝意，另方面亦

盼與團隊成員共同學習培養默契，為新年度儲備戰鬥的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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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團隊訓練會(DTTS)
                  3月8日鳴槍起跑！



接近尾聲的訓練會，透過討論及分享衝撞出更有效率及更具效果的火花，在IDS Jean「國際扶輪對扶輪社及地

區的支援」的報告，及CP Andy 介紹「國際扶輪網站、扶輪社中心」的電子操作下劃下句點，DG Naomi 恭喜

完訓的助理總監及地區各委員會主委，成為14-15年度3480地區領導人，為地區的發展奉獻智慧與心力，迎

向「光耀扶輪」的責任與挑戰。

感謝您為3月8日的付出

謝謝DG Naomi 及主委 PDG Medicare 的邀請，地區團隊訓練會所有的籌備委員，才有實踐「進來學習，出去

服務」的機會，才能見證「服務越多，獲益越大」的喜悅。更感謝總顧問PP Johns 的指導及所有出席會議的

社友成就地區團隊訓練，會議才能圓滿成功。

幽默風趣的司儀PP Apple 及 Aries，為會議增色不少，尤其在RI社長演說影片播放國歌時，請與會社友起立並

合唱，將榮耀臺灣熱血奔騰的溫度，沸騰到最高點！

CP Andy 及PP Hank 的電腦資訊組精心設計Power Point檔案格式，使年度主題更醒目，課程大綱更清晰，讓

資訊媒體的呈現相當流暢！

AG Wendy 未參與籌備會議，帶領著地區合唱團卻演出了和諧、輕快、動人的歌唱，令人喝采！

PP House 領軍的場地及餐飲組，動員PP Anne 及Sam 隆重佈置會場及暢達會場動線，不愧是場佈好手。而

PP Ryan 午餐便當特選的雙主菜，更是社友當天的小確幸。

P Jenny 帶領陣容龐大的百合社及傳齊社社友，投入聯誼及糾察工作，蔚為會場上美麗的風景。

P Info 註冊組會前資訊的叮嚀，及PP Print 文書印刷組效率催稿正確校稿，手冊提前完刷。

CP Jason 攝影組的最佳「捕手」，捕捉許多珍貴及精采的鏡頭，兩手策略救援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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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A籌備會執行長

郭獻文Stephen(城東社)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為扶輪新年度開始之前地區必需舉辦的三大訓練會之一，其目的是讓社長當選

人以PETS的訓練為基礎去學習領導技巧，和其他將上任的扶輪社領導人們學習他們的新責任。個人

很榮幸受到1415 DG Naomi 的徵召擔任此講習會的執行工作，並指示“如何讓更多的社友參加以

光耀扶輪”；而地區訓練委員會主委PDG Medicare也提示將“如何讓社友更加了解衛星扶輪社與網

路扶輪社”列入講習會討論課題.主委 PP Sofa 更充分授權“大事由他擔，小事我負責”的分工模

式展開籌備工作。原規劃2014年4月26日在圓山飯店舉辦此講習會，因為場地因素而提前在4月

19日舉行。由於和地區年會只隔一個禮拜，有部分委員同時擔任年會籌備工作，原擔心會影響DTA

籌備工作，然經過大家的努力與分工，終於順利圓滿完成此次講習會，也印證擔心是多餘的。

本次講習會依“簡樸、品質、準時、親切、週到”之非嘉年華會方式規劃，希望讓參加的社友感覺

有收穫與受尊重。而籌備工作就在此原則下進行且呈現出下列幾項特色：

一、報名參加人數總計862名，實際出席超過90%，所安排的座位幾乎座無虛席。

二、場地以DG Naomi 指示之紅色佈置，配上“LIGHT UP ROTARY(光耀扶輪)”之年度Logo，真是

光芒萬丈喜氣洋洋。

三、座位安排以分區為單位設置長桌及分區標示牌，讓社友容易就座。地區領導人之座位以區塊劃

分，並由聯誼帶位以示尊重。

四、由於圓山飯店的配合，講習會前一天下午1時30分委員們即陸續到達會場進行場佈，彩排，多

媒體架設等工作，所謂“人多好辦事”，城東社Meiji更召集5名員工支援，約下午6時已完成大

部分準備工作，約8時幾乎全部完成(只剩各分組討論之電腦設備需隔天早上安裝測試)，比預期

提早甚多。

五、城東社負責糾察與老松社負責聯誼工作，由於事先規劃仔細及服務之社友很多，與司儀配合得

宜，讓會議或分組討論的進行準時順暢又有秩序。

六、午/晚餐之座位在承平社PP Wayne與Seiki精心安排下，桌數精準不浪費。

七、茶敘與雞尾酒聯誼時間，除了精緻點心與無限制的咖啡/茶供應外，慈恩社PPHank帶領蓬萊

社友與木蘭社 PP Sweet 帶領3位年輕學生全程隨侍服務與補充點心，讓參加的社友及貴賓倍

覺溫馨。

八、晚會在兩位帥哥美女主持人歌聲中揭開序幕，老松社PP Tina 全程緊盯晚會流程,主持人配合掌

控時間，讓晚會進行非常順暢；而節目表演在主委 PP Sofa的精心安排下使晚會High到最高

點，並在DG Naomi帶動唱聲中劃下完美句點。

地區訓練講習會(DTA)會後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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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扶輪”不只是口號，而是需要付之行動與實踐。此次講習會報名參加人數勝過以往，出席率

之高與討論之踴躍，顯示出新年度在總監的領導下，將會是輝煌的一年。本人很榮幸有此機會參與

及學習，在此要特別感謝工作團隊的所有伙伴們，因您們的付出與合作，講習會才能如此順利圓

滿；更要感謝 PP Johns無論是籌備會期間或會議當天隨時指導與提點，是真正的幕後英雄。最後

要感謝DG Naomi的信賴與授權，讓工作團隊有揮灑的空間，以高效率與彈性完成任務。也印證扶輪

社確實人才濟濟及扶輪社友的無私奉獻讓人感動，相信百年扶輪的光芒將會更耀眼。

14-15DTA  總監頒發DTA主委PP Sofa感謝狀

14-15DTA  大合照

14-15DTA  舉杯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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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發展與防止流失研習會籌備主委

陳世霖 PP Road Jr. (城南社)

『LIGHT UP ROTARY光耀扶輪』是2014-15年度的扶輪主題，這對台灣2萬多名的社友而言

是何等重視與榮耀，因為明年的國際扶輪社長是來自台灣台北社的Gary 黃其光先生，所以如何讓

社員發展和防止流失也是全國七個扶輪地區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因此在這次的講習會後，如何促使

台灣的扶輪社友成長到4萬人，並真正讓各社在社員成長與防止流失，甚至籌組新社上也有大幅成

長，是今年需要努力的方向。

在2014-15年度總監 DG Naomi 和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委員會主委PP Test 的鼓勵與徵召

下接下這個研習會的主委，這次會議場地也特別選在台北市議會禮堂來舉行，雖然場地上有些小瑕

疵，但整體而言就跟開籌備會時討論一樣，期許整個會議是在實務與互動中一起學習分享，不論是

社員的參與與講師的內容都非常成功做到這一點。

本次研習會的課程及師資都在事前的籌備會議中細心規劃，期望透過短暫的研習會將最有效的

方法轉達給大家。研習課程首先由DG Naomi 詳細說明了2014-15年度3480地區扶輪社的發展

及社員成長的目標；第二階段由西區社前社長PP J.P. 談如何成立新社，除了將如何籌組新社的過

程做了詳細及精闢的演說外，更編訂了教戰手冊-「地區籌組新社作業指南」發送給參與的社友。第

三階段：特別邀請了3520地區西南區社DGND DK，特別將3520地區社員大幅成長的成功經驗

與3480地區的社友無私分享，共同為華語能成功成為RI官方語言而努力；第四階段：城中社PP 

Tuna 透過精彩的活動翦影引述如何透過有效能的服務及聯誼活動，達到防止社員流失、穩定成長

的成功例子。第五階段：南隆社P Pot 以其幽默演說引述扶輪社員茁壯之路的觀念與方法。第六階

段：百合社 PP Balance 談女性社友、寶眷入社，社員成長中，女性社員的增加是值得期待的，鼓

勵女性社員的參與，是實踐扶輪「多元」核心價值的第一步，除此之外，如果每一位社員能使自己

的家人參與扶輪，那目標就更能自然達成了。第七階段：圓環社PP Nelson 以輔導OB扶青團員創

立新社為例，清楚的分析了OB扶青團員加入扶輪社的誘因跟阻力，如何透過新型態的方式成功輔導

OB扶青團創立新社。如此精彩的研習內容相信當天出席的社員都有滿滿的收穫。

本次報名的社員人數高達360人，可見大家對於社員成長的重視，期待在2014-15年度台灣

社友人數能順利達成4萬名，讓Gary 在RI社長任內將華語成為RI的Official Language，為扶輪寫下

一篇精彩的歷史新頁。

最後要感謝百合社P Jenny、城西社PP Print 及第16分區各組的籌備委員們，由於你們無私的

奉獻才得以讓整個活動順利進行及完成。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研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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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當選人訓練會(PETS)記實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主委

劉思楨 PP.Skin (朝陽社)

2014-15年度社長當選人訓練會(簡稱PETS)，已經於2014年3月22-23日在台北圓山大飯店圓滿舉

行完畢。在兩天的密集講習課程中，所有的社長當選人都聚精會神的上課，充實所學，以便上任社長前作充分

的準備。

第一天上午的課程是由DG Naomi 打頭陣，告知準社長們RI年度主題和地區的年度目標，然後由地區訓

練委員會主委PDG Medicare 連續上兩堂重要課程，教導大家『社長的角色、職責』與『規劃年度計劃與目

標』。

經過簡單的午餐後，為了不使準社長們疲累打盹，特別安排由RC.Electronics來講解 『社員發展及防止流

失』的課程。經由他激勵人心與生動活潑的演說方式，果然讓準社長們精神抖擻的吸收他的難得經驗。後面有

接著由PDG Michelle、PDG Legal 與DGND Kevin 等地區前輩們講授不同課程。同一時段，寶眷委員會也展開

一個下午的精彩聯誼活動。

經過一整天勞累的講習之後，大家群聚在圓山飯店10樓享用精緻的晚餐，準社長們除了聯誼認識，交換

心得之外，也一一與DG Naomi 合影留念。其間，主辦單位並邀請第三分區的追夢樂團提供美好的音樂演出，

讓大家舒緩一天的疲憊。

第二天的課程上午繼續由DGN May 等名師們講解各項服務計劃與扶輪基金，並由多位有經驗的前輩們指

導訂定長程目標及年度工作計劃。下午則是介紹與扶輪相關的機構與地區年度主要活動。經過兩天的辛苦講習

之後，社長當選人們終於完成訓練，順利從DG Naomi 手中獲頒結訓證書，將可以在各社七月的新年度走馬上

任了。

這次PETS的圓滿順利完成，首要感謝DGE Naomi 委請訓練委員會主委PDG Medicare 作縝密的規劃，邀

請多位名師門的精闢講解。PDG Medicare 並且因為代替一位臨時無法上課的講師而連續站立講解100分鐘的

內容，真是辛苦他了。籌備委員會從去年12月開始組織籌劃，經由3次的籌備會議與多次的小組會議確認各項

執行工作與細節，執行長PP Waye 與所有委員們鉅細靡遺地反覆討論各項工作，居功厥偉。另外，訓練副主委

PP Johns 不但自始至終不厭其煩的指導各項工作的進度，更於會議進行中被會場的鐵釘刺成腿傷，價值不斐

的西裝也因而報銷了，也是我們非常感謝的前輩。

以上，謹將本年度的PETS籌劃與進行作簡單報告與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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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各社新任社長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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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喜各社新任社長就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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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主委

廖正芳 PP Building (台北社)

   加入扶輪社，一定要參與扶輪基金; 參與扶輪基金，一定要懂獎助金。但一大堆名詞如PHF、

DDF……等，往往搞得大家暈頭轉向。今天簡單30分鐘，我幫您弄懂獎助金，提升您參與扶輪，改

變人生及光耀扶輪的功力。

為什麼你一定要懂獎助金??

※附表一：2011-12年度 扶輪基金全球十大捐款國家

在全球十大捐款給扶輪基金會的國家中，台灣的人均捐款排行世界第一，居英美日等國之上，但卻

常常不知如何運用扶輪基金會的獎助金來實現服務計畫。其實善心捐款，必有好報；不是不報，只

是不知道！首先要知道，“扶輪基金會”是實踐扶輪首要核心價值“服務”的最大資源與工具！捐

款成為保羅哈里斯之友(PHF)、贊助End Polio…等，是捐錢助人; 申請獎助金則是要錢救人，非懂不

可!

善款何處去? 

社友捐款至扶輪基金會，可以捐到三種標的：

1 . 永 久 基 金 ( P e r m a n e n t  F u n d ) ： 本 金 放 在 定 存 或 貨 幣 基 金 ， 僅 孳 息 可 供 運 用 於 基

金會各項年度計畫。

2.年度基金 (An n ua l  F u n d )：捐款50%用於基金會各項年度計畫，50%於3年後可

供 地 區 運 用 ， 稱 為 地 區 指 定 用 途 基 金 ( D i s t r i c t  D e s i g n a t e d  F u n d ) ， 即 D D F ； 本

地區 2011-12年度基金捐款為美金 $343,445，因此三年後，即2014-15年度就

有DDF $171,722 ($343,445／2)。可用於補助全球獎助金計畫，亦可用於地區

獎助金計畫之申請。地區獎助金之申請上限為DDF總額之50%，2014 -15年度為

$85,861 ($171,722／2)。

3 .指定捐款 (Re s t r i c t e d  F u nd )：捐至指定服務計畫或End  Po l i o消除小兒麻痺計畫

等之捐款，則全數用於指定計畫。

怎麼拿回來?

自2013-14年度起，國際扶輪已全面實施新獎助金模式(New Grant Model)，以前的配合獎助金

Matching Grant、地區簡易獎助金DSG已不再適用，新獎助金分為：

1.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向扶輪基金會申請

2.地區獎助金 District Grants：向地區申請

3.包裹獎助金Packaged Grants：由扶輪基金會與策略夥伴共同提出；由扶輪基金會100%資助 

申請扶輪基金，30分鐘就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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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 由兩個社或地區向RI申請 (申請的社或地區須通過認證)，獎助金額

US$15,000-200,000，計畫須符合六大焦點領域(見附表二)及持續性(sustainability即計畫須能

自給自足，於無捐款後持續運作)。扶輪基金會的補助比例為: 現金1:0.5；DDF1:1，海外捐款至少

須占總捐款之 30%，例如做在台灣的計畫，就要有至少30%的捐款由海外姊妹社/地區來贊助。

※附表二: 六大焦點領域 Areas of Focus

全球獎助金 Global Grants 可以讓1份捐款，發揮3-4倍的力量做服務計畫，亦可促進國際友誼。舉

例如下： 

=> 服務計畫當地扶輪社/地區   $1

+  海外扶輪社/地區               $1

+  扶輪基金會Global Grants    $1-2 (補助比例：現金1:0.5；DDF1:1)

=                                       $3-4

● DDF可以向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會申請，扶輪基金會以1比1等額配合獎助；現金捐獻就是各社保

羅哈里斯之友PHF的指定捐款，扶輪基金會以1比0.5配合獎助。所以DDF比現金更好用！建議各社

盡量捐款年度基金，再向地區申請DDF來補助全球獎助金計畫。

● 核准期間依申請案之送件時間及申請金額，區分如下： 

$100,000以下：7/1-3/31送件；8/1-5/15核准；$100,001-$200,000：6/1前送件

=>10月審核；10/1前送件=>1月審核；12/1前送件=>4月審核；3/1前送件=>6月審核

地區獎助金District Grants由各社向地區申請，沒有全球獎助金的各項申請限制(無最低申請金額、

不必符合六大焦點領域、不須海外捐款……等)。通常於每年8月底截止送件，再由地區扶輪基金委

員會於9月開會，決定核准之計畫及其補助金額。由於總額度只有約NT$250萬，每年30幾個申請

案，要人人有糖吃實在不可能，所以會淘汰至10餘個計畫進行補助。建議各社及早規劃，並時時與

地區獎助金小組委員溝通，讓申請的計畫符合社區需求及補助原則，提高核准機會。

新舊制對照

如前述，自2013-14年度起，國際扶輪已全面實施新獎助金模式(New Grant Model)，以前的團體

交換研究(GSE)已經停辦，取而代之的是職業訓練團Vocational Training Teams (VTT)，由單一職業

之專業人士組團出訪，不一定要有互訪。VTT可以透過地區獎助金或全球獎助金來補助。若是以全

球獎助金補助，出訪目的須符合六大焦點領域及持續性；若是以地區獎助金補助，則不必符合六大

焦點領域及持續性，但會佔掉地區獎助金的部分額度。本地區今年度決定以地區獎助金補助。

大使獎學金目前可由地區獎助金或全球獎助金補助。和VTT一樣，若是以全球獎助金補助，就學的

目的須符合六大焦點領域及持續性；若是以地區獎助金補助，則不必符合六大焦點領域及持續性，

但要佔掉地區獎助金的部分額度。本地區今年度決定以地區獎助金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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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認證

自2013-14年度起，地區必須經過RI認證，才能申請向扶輪基金會申請地區獎助金或全球獎助

金。各社每年必須經過地區認證，才能申請向扶輪基金會申請全球獎助金。認證程序如下：

地區

● 完成年度線上認證(簽MOU同意RI規範)

● 為地區各社舉辦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習會。本地區合併於PETS時舉辦各社(全

   球獎助金資格認證)

● 參加地區舉辦之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 當年度社長及社長當選人簽MOU同意RI規範及地區各項規定

申請獎助金成功小撇步

獎助金的申請看似繁瑣，其實有一定程序。只要有願意付出的社友專責投入，從頭到尾做過一次，

就可以駕輕就熟。以下提供幾項申請獎助金成功小撇步，供各位有心申請者參考。

● 全球獎助金: 

眀   ◎ 找懂電腦及外文的社友負責，因為要持續與扶輪基金會以EMAIL聯絡

眀   ◎ 慎選合作夥伴及計畫地區，以免因對方有錢年度未結案件，影響計畫撥款

眀   ◎ 只選一項六大焦點領域，否則要符合更多條件，回答更多問題

眀   ◎ 善用DDF以減少現金捐款，降低募款難度

眀   ◎ 時時追蹤、及時回應補件，提高核准速度與機會

● 地區獎助金:

   慎選符合規定之計畫，不要： 

眀   ◎ 用途不符、捐款而非服務、計畫已開始/完成才申請…

眀   ◎ 丟給幹事處理，無專責社友負責

眀眀   ◎ 只申請，未追蹤，未及時回應補件

眀   ◎ 先前計畫未結案(只捐款不過問內容)

眀   ◎ 新年度不管舊案(有頭無尾)

透過獎助金的申請，可以讓社友捐出去的善款，發揮力量，用在我們想幫助的對象、看得到的地

方；對捐款的人可以產生更多感動與鼓舞。希望大家用心參與，改變更多生命，光耀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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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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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 15 年度地區總監
公式訪問日程表 

NO 日期 星期 分區 扶  輪  社 會前會時間 例會時間 例會地點

1 7月3日 四 11 翡翠社 12:00 12:30 新店豪鼎飯店

2 7月9日 三 2 西區社 12:00 12:30 國賓樓外樓

3 7月11日 五 14
北門社、圓環社

雙子星社
11:00 12:30 環亞王朝酒店

4 7月13日 日 16 中城網路社 12:00 12:30 黃品棠華洋手創

5 7月14日 一 10
府門社
中區社

11:30 12:30 晶華酒店

6 7月15日 二 4 延平社 12:00 12:30 凱撒飯店4樓

7 7月17日 四 1 台北社 12:00 12:30 凱撒飯店4樓

8 7月18日 五 2
永福社
福友社

11:30 12:30 君品

9 7月19日 六 4
大稻埕社
稻香社

07:00 08:00 圓山聯誼會

10 7月21日 一 12 寰宇社 19:30 20:00 福華文教B1

11 7月22日 二 7 大安社 12:00 12:30 徐州路庭園會館

12 7月23日 三 3
台北西北區

玉泉社
11:30 12:30 凱撒飯店4樓

13 7月24日 四 13
和平社
太平社

11:30 12:30 華漾飯店

14 7月25日 五 8 大同社 12:00 12:30 凱撒飯店4樓

15 7月28日 一 14 圓滿社 11:30 12:00 華國

16 7月29日 二 12 客家社 11:30 12:00 福容飯店

17 7月30日 三 12 城中社 12:00 12:30 喜來登1樓

18 7月31日 四 2
福星社
百福社

11:30 12:30 君品

19 8月1日 五 9
芙蓉社、長春社
昇陽社、快樂社

???? 13:00 亞都麗緻

20 8月4日 一 6 雙和社 12:00 12:30 晶豪樓

21 8月5日 二 1 錫口社 7:00 07:30 圓山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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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星期 分區 扶  輪  社 會前會時間 例會時間 例會地點

22 8月5日 二 9
中央社、羅馬社
千禧社、吉林社

10:30 12:30 亞都麗緻

23 8月6日 三 6
永和社、中和社

中和東區社
11:00 12:30 晶豪樓

24 8月7日 四 8 永樂社 12:00 12:30 凱撒飯店4樓

25 8月8日 五 2 龍山社 12:00 12:30 台大國際會議中心

26 8月12日 二 10
金龍社
雙園社

11:30 12:30 圓山飯店

27 8月13日 三 4
大龍峒社
保安社

11:30 12:30 喜來登飯店

28 8月14日 四 14
民權社、雙連社

、承德社
11:00 12:30 圓山飯店

29 8月15日 五 6
福美社、圓通社

新北市社
11:00 12:30 祥興樓

30 8月20日 三 8 建成社 12:00 12:30 凱撒飯店4樓

31 8月21日 四 7 城東社 12:00 12:30 華漾中崙店

32 8月22日 五 3
朝陽社
蓬萊社

11:30 12:30 福華仁愛

33 8月26日 二 13
永平社
承平社

11:30 12:30 台南海鮮會館

34 8月27日 三 11 南隆社 18:00 18:30 康華飯店

35 8月28日 四 15
金鷹社、新城社
尚邑社、金馬社

17:00 19:00 六福皇宮

36 8月29日 五 11 新店社 12:00 12:30
新店豪頂飯店
北新店

37 9月2日 二 8
稻江社、日新社
大橋社、景福社

10:30 12:30 凱撒飯店4樓

38 9月3日 三 11 新店碧潭社 12:00 12:30 新店豪頂飯店

39 9月3日 三 11
晨新社

創新臨時社
18:30 19:30 台北國際飯店

40 9月4日 四 12 傳齊社 19:30 20:00 麵包廚坊

41 9月5日 五 7 木蘭社 11:30 12:00 華漾中崙店

42 9月11日 四 11 南陽社 12:00 12:30 喜來登17樓

43 9月12日 五 15
北海社、菁華社

真善美社
11:00 12:30 福容飯店

44 9月23日 二 7
遠東社
亞東社

11:30 12:30 華漾中崙店

45 9月24日 三 5
中興社
新起社

11:30 12:30 晶華酒店

46 9月25日 四 10
艋舺社
老松社

11:30 12:30 喜來登飯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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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日期 星期 分區 扶  輪  社 會前會時間 例會時間 例會地點

47 9月26日 五 11
明門社
明星社

11:00 12:00 長榮桂冠

48 9月30日 二 5
西門社、信義社

文山社
11:00 12:30 喜來登飯店

49 10月1日 三 7 永安社 11:30 12:00 王朝飯店

50 10月2日 四 3
城北社
北薪社

11:30 12:30 國賓飯店 2樓聯誼廳

51 10月3日 五 1 圓桌社 18:00 18:30 凱撒飯店4樓

52 10月4日 六 2 西區網路社 11:30 12:00 華漾中崙店美漾廳

53 10月8日 三 16
百城社
上城社

11:30 12:30 晶華酒店

54 10月9日 四 5 城西社 11:30 13:00 美麗信酒店

55 10月15日 三 6 永和東區社 12:00 12:30 福容飯店

56 10月16日 四 1
東海社

新世紀社
11:30 12:30 老爺酒店3樓

57 10月16日 四 16 百華社 19:00 19:30 福容飯店1樓

58 10月17日 五 10
古亭社
慈恩社

11:30 12:30 圓山飯店

59 10月23日 四 16 城南社 12:00 12:30 華泰王子飯店

60 10月24日 五 1
群英社
一甲社

11:30 12:30 首都大飯店

61 10月30日 四 12 百合社 12:00 12:30 喜來登飯店

62 11月6日 四 12 原民社 12:00 12:30 錦華樓

63 11月8日 六 5 金門社 17:30 18:00 盈春閣 川菜海鮮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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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年會，我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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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血扶青團，國際年會澳洲行！

雪梨扶輪年會閉幕式，現場聆聽 RIPE Gary 對於2014-15年度主題的闡述，有種說不出的感動。

看見國旗飄揚，感受台灣扶輪在國際發光的榮耀，讓我們一起以身為台灣的扶青團員為榮，一起在

「參與扶輪，改變人生」之後，進一步「光耀扶輪」！

扶輪國際年會閉幕式現場，3480扶青團上了大銀幕！

雪梨國際扶輪年會「為小兒痲痹3K健走」，巧遇國際扶輪社

社長Ron Burton。台灣國旗紋身貼紙太醒目，超吸睛！

穿著Rotaract紅外套走在路上，大家都會熱情跟我們打招

呼。

    看到華人之光Uncle R.I.P.E. Gary站在台上的同

時，激動的心情無法言喻。

    能夠出席國際年會，並參與了這麼多有意義的

活動，對所有扶青團員的人生皆會有許多正面的改

變！

攀爬雪梨大橋，終結小兒痲痹募款活動，登上 RI 粉絲頁囉！

我們是唯一來自台灣參與Precon扶青會前會的扶青團員，爬上雪梨大橋完成金氏世界記錄，成為330人其中的一部分，接受

許多大小的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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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扶輪之光，萬人大會師！

2014.6.15，台灣七地區近萬名社友齊聚一堂，共同慶祝 RIPE Gary C.K. Huang 即將就任RI

總社社長，並展現台灣扶輪社友的凝聚力，誓師成為RIPE Gary C.K. Huang 的強力後盾。積極服務

社區、服務全人類，在世界創造更高的扶輪價值。

萬人誓師大會，再次點燃了台灣扶輪人的熱情，期待人人成為台灣之光、扶輪之光，在RIPE 

Gary C.K. Huang 帶領之下，一起光耀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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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主委的話

寶眷主委  郭碧貞

PP Spin夫人 (城中社)

3月22日，「社長當選人寶眷訓練會」拉開了2014-15地區寶眷聯誼會的序幕。承蒙多位PDG夫

人、歷屆寶眷主委的經驗分享與鼓勵，透過每位社長夫人的自我介紹與期許，相信以大家真誠服務

的熱忱與蓄勢待發的準備，今年的寶眷聯誼無論是地區或是各社主辦的活動，都將是無比精彩又充

滿挑戰。

八月，總監伉儷歡喜宴，我們將邀請地區2014-15年度的社長夫人、AG夫人一起相聚，讓彼此更

進一步認識交流，也讓彼此更了解各社內輪活動的計畫及運作。

14-15年度寶眷委員會將於14年10月、12月，15年3月、4月分別舉辦專題演講、聖誕聯歡、

藝文表演等大型活動。感謝各社的支持，截至目前為止，已有許多社預約報名整年度活動，並已匯

入款項，甚至社友們也計畫移動例會參與寶眷活動，在此特表感謝。屆時有請社長夫人轉達活動訊

息給社友夫人們，邀請大家一起參與，來增進寶眷們友誼的聯繫並感受寶眷聯誼活動的用心。

感謝DG Naomi 邀我參與「光耀扶輪」這個年度盛事，讓我能夠信心滿滿帶著我優秀的寶眷委員會

全體委員們發揮團隊力量，將最好的節目活動呈現，未來的一年肯定是燦爛美好的一年，期待我們

每一次的相會！

美麗宣言

場  次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參 與 對 象 地　　點

１
2014/08/19  (週二)

11:30~15:00
總監伉儷歡喜宴 社 長 寶 眷 君品酒店

２
2014/10/14  (週二)

11:30~15:00
寶眷聯誼活動 全體社員寶眷 君悅飯店

３
2014/12/16  (週二)

11:30~15:00
寶眷聯誼活動 聖誕午會 全體社員寶眷 君悅飯店

４
2015/03/10  (週二)

11:30~15:00
寶眷聯誼活動 全體社員寶眷 君悅飯店

５
2015/04/18  (週六)

13:30~17:00
地區年會 寶眷特別節目 全體社員寶眷 圓山飯店

６
2015/06/27  (週二)

11:30~15:00
寶眷主委感恩傳承餐會 社 長 寶 眷 未定

註：以上活動時間及內容，如有更動另行通知

寶 眷 活 動 行 事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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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  Line 一下
2014-15 RYLA委員會主委 

PP Hank (慈恩社)

總監月報︱2014年︱7月號 28



新世代服務的創新與轉型
扶輪致力於為新世代創造機會，創造學習的機會、創造自我突破的機會、創造成為領袖的機會。

在服務過程中，我們沈下心來聆聽青少年內心的渴望、以青少年的觀點來感受他們眼中的世界、以

朋友的角色來與青少年互動，這也是新世代服務轉型的契機。

在您的心底，曾有那麼一頭小獅王嗎？……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叢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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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秘會剪影

AG聯誼會剪影

七月份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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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份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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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百合社將於7月3日下午14:00假新北市政府舉行復康巴士「昇龍號」捐贈儀式。

2. 地區將於7月4日組團前往慈濟人文志業中心參與RIP Gary 致贈榮譽獎與”證嚴法師”活動。

3. 地區將於7月5日下午17:00假台北中正紀念堂自由廣場舉行「扶輪日」活動。

4. 地區扶少團領導人訓練會將於7月5日上午8:00假台北科技大學綜科館第三會議室舉行。

5. 地區將於7月6日至7月16日舉行「國際青少年自行車越野夏令營」活動。

6. 大同社將於7月6日、13日、20日、27日，連續四個星期日於碧潭高爾夫練習場，舉行「社務

    服務 ~ 家庭聯誼活動」高爾夫球練習。

7. 地區將於7月12日上午8:00假台大法學院霖澤館舉行第一次「社秘會」活動。

8. 金鷹社將於7月12日、13日假花蓮林榮國小舉行「扶少團暑期偏鄉服務活動」。

9. 圓桌社將於7月12日下午13:00假台北市國父紀念館舉行「慢飛天使-當我們童在一起」親子園

    遊會。

10. 稻江社將於7月12日、14日分別假圓山保齡球館及迪化污水處理廠運動場舉行「社務服務 ~ 

      家庭聯誼活動」保齡球及慢速壘球練球活動。

11. 第十二分區客家社、城中社、百合社、百城社、傳齊社、原民社、寰宇社舉辦聯合社區服務

      「光耀扶輪慈善音樂會 ~ 為盲胞開啟一扇窗」

時間：2014年7月19日(六) PM2:00註冊 2:30音樂會開始

地點：雙連教會10樓大禮拜堂  (北市中山北路二段111號) 



編   後   語

2014-15年度將是台灣扶輪界最光耀的一年，在台中舉辦的萬人誓師大會，共

同慶祝RIP Gary黃其光先生即將榮任，一起點燃台灣扶輪之光，光耀扶輪。

RI3480地區團隊訓練會在3月8日起跑！

感謝台北百合社 PP Balance為大家籌辦了這一場盛會，並記錄了這一場盛會。

感謝朝陽社PP Skin，遠在歐洲還不忘把「PETS的活動記實」，來稿分享大家。

感謝城東社PP Stephen深更半夜還為3480地區社友們寫下DTA 訓練會感言。

感謝城南社PP Road Jr. 臨危受命，不到半天即把社員發展及防止流失講習會的

盛況轉達給所有社友分享。

一般以為扶輪都是談付出談捐獻，沒想到扶輪基金卻是非常非常鼓勵社友們多多

運用扶輪獎助金，要如何申請呢？台北社PP Building的30分鐘弄懂獎助金，非

看不可，有錢好辦事、辦好事！

RI愈來愈重視新世代的議題，因應潮流，DG Naomi指示在新的總監月報裡應給予

新世代更多的篇幅，是以新的一年我們將會提高新世代的曝光率，為新世代開闢

了一個專欄，蒙扶青團主委 PP long認同，RYLA 主委PP Hank更是率先響應，

並以新的創意、新的風貌來展現，積極主動，讓人佩服！

承蒙DG Naomi 抬愛，讓我有機會歷練總監月報主委一職，DG的充分授權更讓

我感受到身為地區領導人不凡的一面。成功男人背後的推手，尚水的寶眷必須記

上最大一筆，感謝寶眷主委PP Spin夫人的美麗宣言。另外要特別感謝大同社PP 

Johns熱誠真切的協助與指導，期待14-15年度總監月報內容精彩，報導豐盛！

總監月報主委

粘明達 TK (城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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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