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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主旨是服务 -- 包括小区、工作间以至世界每一
角落。在超过 200个国家 / 地区三万四千多扶轮社
的一百二十万扶轮社社员的共同理想就是“超我服

务”。 
 
� 1905年成立 

 
� 扶轮为一志愿机构，把各地精英联系，提供人道
服务，并协助建立互信与和平。 

 
� 通过环球网络，扶轮社员把热诚衍化成各种有意
义的服务，在各小区带来转变。 

 
� 有序的计划在国际和区域间促进合作和伙伴关
系。 

  



「扶轮扶轮扶轮扶轮」」」」名字之源来名字之源来名字之源来名字之源来 
 

     扶轮是世界上首个国际志愿服务团体，第一个扶轮社，是由一名年轻的
律师保罗‧哈理斯，以团结友谊与服务社会的精神，结合一群来自不同行业的

精英代表，于 1905 年 2 月 23 日在美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组织成立的，并冠
名 ROTARY。名字之意，即可旋转往复，且有循环进行之意，因早期扶轮社
每周之例会都在各社员之办工地点轮流进行。 
 

    「扶轮」乃“Rotary”的中文译名，在 1921 至 1922 年间出现，与国际
扶轮上海分社于 1919 年成立的时间相约。在此之前，“Rotary”并无直接的
中文译名，一般皆用音译例如「乐得利」。当时的中国扶轮社员深明扶轮宗旨

及其以服务回馈社会的精神，用 (扶轮) 作为 ROTARY 的中文名称，取自典
雅而普及之成语「大雅扶轮」 – 意义为德行学识俱佳之贤德人仕，共同努力
执行社会公益之事， 籍以回馈社会，故把“Rotary”意译为「扶轮」，此中
文名字沿用至今。    
 

    「扶轮」与三千年前的诗经「大雅」篇，合成一句语态优美，词义精妙的
「扶轮大雅」佳句；清朝诗人黄景仁更以「大雅扶轮」入诗，谱成情义俱佳的

传世作品。「大雅」乃诗经中的雅正之诗；合乎规范的，正所谓「大雅君子，

卓尔不群」。  
 

    而「轮」更是现代陆上所有交通工具之始，南朝时代的昭明太子早晓其中
道理，曾着文曰：「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意指华美的

大车由原始车轮开始，喻意事物由简至精的进化，也有开基创业的含义。而「扶

轮」是指在车轮两侧护持，维护扶持正统，使其得以推行和发展，并且有一个

感人至深的典故。 
 

    相传在春秋时期，晋国大夫赵宣子在首山打猎，遇见灵辄饿极倒地，实时
命人给以食物，灵辄才不致饿死荒山，后来成为晋灵公的卫士。其后晋灵公对

宣子起了杀机，假借燕请宣子，视机向其施加毒手。饮燕中途，宣子发觉情势

不妙，慌忙逃命。晋灵公喝令身旁卫士追杀宣子，灵辄驾车第一时间追及宣子，

但他不单不加杀害，还嘱宣子登车逃走，置自身安危不顾，倒戈竭力在车的两

旁保护宣子，让一代忠贤宣子成功逃脱。这故事彰显知恩思报， 回馈的精神。 
 

    扶轮社首创于美国， 但其成立的宗旨在于以真挚友谊为基础， 凝聚社会
贤达， 行业翘楚， 以人道服务回馈社会，此等崇高的社会价值观实早已蕴藏
于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优良文化当中。 
 

   「扶轮社员」是社会上各行业的精英，他们以「超我服务」为座右铭，以
人道精神去服务有需要的社群，以专业知识和良好的个人网络组织服务来回 
馈社会，并维护及提倡和推广正直的社员操守，让全人的发展更臻完美。 

 
 



扶轮宗旨扶轮宗旨扶轮宗旨扶轮宗旨 
Object of Rotary 

 

扶轮之宗旨在于鼓励并培养以服务之理想为可贵事业之基础，尤其着

重于鼓励与培养： 
 

� 增广相识为扩展服务之机会； 
� 在各种事业及专业中提高道德之标准；认识一切有益于社会的职
业之价值；及每一扶轮社员应尊重其本身之职业，藉以服务社会； 

� 每一社员能以服务之理想应用于其个人、事业及社会之生活； 
� 透过结合具有服务理想之各种事业及专业人士，以世界性之联谊，
增进国际间之了解、亲善与和平。 

 
 

扶轮社员之事业及专业宣言扶轮社员之事业及专业宣言扶轮社员之事业及专业宣言扶轮社员之事业及专业宣言 
Declaration for Rotarians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 n 

 

身为扶轮社员，在从事事业及专业上，我将： 
 

� 视个人之职业为另一个服务的机会； 
� 在形式上及精神上，遵守个人职业道德及国家的法律、社会上的
道德标准； 

� 尽己所能，光大个人的职业，并在个人的工作岗位上，推广最高
的道德标准； 

� 以公平的态度对待雇主、雇员、同事、竞争者、顾客大众、以及
所有在事业上或专业上有来往的人； 

� 尊敬所有有益于社会之职业； 
� 贡献个人的职业专长；提供青年人机会，帮助其他人解决特殊需
求，增进个人所在小区的生活质量； 

� 在广告及对大众做有关个人事业或专业的介绍时，遵守诚信原则； 
� 不向社友要求一些一般人在事业或专业上不能获得的特权或利
益，反之亦不提供给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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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扶轮社 -- 香港扶轮社在 1931年成立。历年来 3450地区在香港
和中国内地进行了无数的人道计划，范畴包括医疗卫生、教育、青年

人的发展、识字、贫穷、环保以及救灾。 
 
今天我们共有： 
71个扶轮社，接近 2000社员 
66个扶轮青年服务团，接近 3000扶青团员 
50个扶轮少年服务团，约 3000扶少团员 
35间与扶轮社紧密合作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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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 大大大大 考考考考 验验验验 
The 4-Way Test 

    

我们所想我们所想我们所想我们所想，，，，所说所说所说所说，，，，所做的事应先扪心自问所做的事应先扪心自问所做的事应先扪心自问所做的事应先扪心自问 ：：：： 
    

� 是否一切属于事实是否一切属于事实是否一切属于事实是否一切属于事实？？？？ 
�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是否各方得到公平是否各方得到公平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 能否促进信誉友谊能否促进信誉友谊能否促进信誉友谊能否促进信誉友谊？？？？ 
� 能否兼顾彼此利益能否兼顾彼此利益能否兼顾彼此利益能否兼顾彼此利益？？？？ 

 



国际扶轮基金六大焦点领域国际扶轮基金六大焦点领域国际扶轮基金六大焦点领域国际扶轮基金六大焦点领域 
 

倡导和平 
 

预防及治疗疾病 
 

妇幼健康 
 

基本教育及识字 
 

清洁水供应及卫生 
 

经济及小区发展 

 
 

国际扶轮国际扶轮国际扶轮国际扶轮 3450地区具代表性的工作计划概要地区具代表性的工作计划概要地区具代表性的工作计划概要地区具代表性的工作计划概要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 
为国内 100万儿童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国内痳疯病计划国内痳疯病计划国内痳疯病计划国内痳疯病计划 – 
在梁山的计划，减少残障，改善生活环境，增加经济机

会，提升教育水平以消灭贫穷。 

 

保育地球保育地球保育地球保育地球 – 
促进对全球环保及可持续发展的关注。 

 

THE ONE 扶轮扶轮扶轮扶轮 3450地区国际人道主义奖地区国际人道主义奖地区国际人道主义奖地区国际人道主义奖 –  
为表扬那些无私地尽力帮助他人的英雄人物的奖项。 

 

与校同行与校同行与校同行与校同行 –  
是商界与学校合作的计划，把教与学扩展到课堂之外，

让同学们学得更好。 



国际扶轮的核心价值国际扶轮的核心价值国际扶轮的核心价值国际扶轮的核心价值 
 
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核心价值核心价值 
扶轮的核心价值代表扶轮文化的指导原则，是所有扶轮社友在行事上的导航

方针。核心价值在筹划策略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因其驱动着扶轮领导层的

发展方向。 
  
挚诚服务挚诚服务挚诚服务挚诚服务 
我们相信扶轮社所提供的服务计划及活动，能为世界带来相互的谅解及更多

的和平。服务为扶轮使命的主要元素。透过个别扶轮社的服务计划及行动，

我们创造出扶轮的服务文化，更使献出真挚服务的社友，得到极大的满足感。 
  
深厚友谊深厚友谊深厚友谊深厚友谊 
我们相信个人的努力只能惠及个别的需要，但集体的努力能服务全人。众志

成城的威力无远弗届，能量倍增，扩阔我们的生活及视野。深厚的友谊令我

们互相包容，既超越国度族群的差异，也摒弃其他的藩篱。 
  
多元发展多元发展多元发展多元发展 
我们相信在服务的理念下，扶轮社能融和各国的人民。我们鼓励扶轮社吸纳

不同专业的社员，并以多样化的活动进行服务。一个扶轮社能包含多样化的

社群以及不同专业的社员，他们的未来将有长促的发展。 
  
正直清廉正直清廉正直清廉正直清廉 
无论在服务工程进行时，或目标完成阶段，我们都要求扶轮领袖及社员们有

承担及责任感。在工作中，我们严格遵守专业标准，而在人际交往上，坚持

高尚道德操守；并彼此尊重及公平相待，对交托的资源，我们凭良心行事。 
  
出色领导出色领导出色领导出色领导 
扶轮是一个世界性的机构，社员都是各行业的翘楚。我们深信发展社员领导

才能极其重要。作为扶轮社友，我们都是贯彻核心价值的表表者。 
  
所有这些核心价值皆反映在扶轮的目标上及四大考验上，并为我们在日常生

活所奉行的守则。它启发着我们去培养并支持服务的理想，以及在人际的关

系上维持并发展高尚道德操守。 
 
 



中国卫生部与国际扶轮中国卫生部与国际扶轮中国卫生部与国际扶轮中国卫生部与国际扶轮 3450地区地区地区地区 
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 

 
生命无价生命无价生命无价生命无价，，，，人间有情人间有情人间有情人间有情    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发扬人性光辉发扬人性光辉发扬人性光辉发扬人性光辉 

 
2012年 12月 26日，卫生部与国际扶轮 3450地区关于人体器官捐献
与移植合作项目签署仪式在广州举行。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国际扶

轮 3450地区总监王国林、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及香港大学校董会
主席梁智鸿教授等出席签署仪式。 
 
项目由卫生部港澳台办、国际扶轮 3450地区、香港大学中国器官分配
与共享系统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共同合作实施。合作四

方将通过器官捐献的宣传、推广、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探索建立与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相适应的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分配体系，促进内地与

香港、澳门在器官捐献与使用方面的合作和发展，进一步提升中国在

国际社会的地位和形象。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致辞中充分肯定了卫生部与国际扶轮 3450 地
区确立器官捐献与移植合作项目的积极意义。他指出，该项目有利于

增加器官捐献、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希望合作项目顺利开

展，推动中国《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的切实落实，造福中华民族。 
 
国际扶轮 3450地区总监王国林在致辞时表示，很荣幸扶轮的国际及港
澳网络、专业知识、公信力和执行能力备受推崇，并且获得卫生部港

澳台办公室邀请参与这个项目，扶轮将善用我们的优势，配合及支持

国家更好及更有效地建设合乎中国国情和达至国际水平的人体器官捐

献体制，提高器官捐献和分配的公信力，并且帮助推广器官捐献的讯

息，使更多人参与器官捐献的行列。 
 
国际扶轮 3450 地区总监王国林随即成立督导委员会及 3 个相关的执
行委员会以便制定具体方案落实协议内容。  



 



 



中国陕西省渭南市中国陕西省渭南市中国陕西省渭南市中国陕西省渭南市 
学校的净水工程学校的净水工程学校的净水工程学校的净水工程 

 
 

 
 

 
 



计划目标计划目标计划目标计划目标   
清洁食水的供应与小区的卫生和健康发展息息相关，亦是扶轮服务计划的其

中一个焦点领域。本计划的目标是为中国某些地区的学生和老师提供清洁的

食水，并把适当的净水系统推广到有需要的地区和学校。位于陕西省的渭南

市是这计划的首个试点。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陕西省位于太行山以西，在东部相邻省

份有河北、河南、山西，南部有四川，

西部有甘肃，宁夏，北部与内蒙古相接。

全省大部分是山区，而黄土高原则在省

的北面，省会西安亦座落于此。 
 
全省是温带和半干旱地区，北部的气候

为亚热带，南方较潮湿。陕西省每年平

均气温为 8∘C 到 16∘C，每年的平均
降雨量从 400毫米到 1000毫米。 
 
黄河及其支流是省的主要水源。因为黄

土高原的性质，河水、支流和溪流、以

及地下井水，水质是混浊不清的，而有

更甚者可以形容为泥泞。 
 
试点项目试点项目试点项目试点项目 
选择学校选择学校选择学校选择学校 
通过省侨务办公室，我们被引导到渭南

市，选取了 4所学校作为试点。 
 
渭南市在西安以东。它有 11 个县区，
人口约 537万。有 260所中心学校。因该市的半干旱的气候和相对较低的降
雨量，食水供应并不稳定。即使在市镇，多数人口很大程度上都倚赖井水作

食用水。 
 
我们的首要考虑的是引进一个净水系统到中心学校，以造福于年轻一代。该

系统将有利于至少有两到三代学生，我们希望对学生们、他们的父母、以至

学校管理和当地政府留下深刻的印象，认识到清洁饮用水的重要性。 
 



渭南市侨务办公室，与当地政府教育署一起选定的 4所样本学校，每所学校
有 700至 800名学生。这一试点项目之前，教学人员和学生取自市自来水系
统的食水供应，并不稳定，而他们主要倚赖的井水，其实是不适合饮用。他

们用简单，传统的沉淀法净化井水，再煮沸才饮用。然而，水的质量是远远

不能令人满意，亦没有保证这是卫生的饮用水。 
 

净水系统的检验和审查净水系统的检验和审查净水系统的检验和审查净水系统的检验和审查 
得到四个扶轮社捐款，扶轮 3450区于 2011年 12月在 4所学校建成净水系
统，该系统已运作了 4个月。由时任候任区总监王国林在 2012年 4月下旬，
率领一个五人代表团到各学校探访及检查该系统。 
 

在为期 4天的行程中，我们考察了 4个系统，由学校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管理
审查，发现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们与承包商讨论并寻求立即改善的项目，

包括储水箱、水管、水龙头和管道的位置，和在寒冷的天气保温的方法，因

在该地区的平均最低温度可能跌至-8∘C。 
 

在将来设立这净水系统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是选择学校管理层。我们已提醒

侨务办及教育署，在将来选择学校时，要拣选的校长和学校管理职员应该有

强烈责任感，和承诺建立净水系统后的运作和系统维护。 
 

在我们的检查中察觉到最重要的一点是，

这 4个系统在过去 4个月的水样质量检
测，是由卫生署及疾病防控中心进行了

测试，都是可以接受的，被认定为适合

饮用的水。这表明，净化系统不仅过滤

砂泥和污物等，它也有效地防止病菌通

过。 
 

计划中的项目计划中的项目计划中的项目计划中的项目 
扩展到扩展到扩展到扩展到 40所学校所学校所学校所学校 
3450 区打算扩大试点项目到该地区的
其他的 40 所学校。最终目标是要建立
一个模型，让当地教育界和政府留下深

刻的印象，认识到这系统祇需要合理的

成本、易于管理的日常运作和维护，便

可以有效提供清洁、卫生的饮用水。我

们希望计划中的项目完成后，当地政府

会采取跟进行动，以同类的净水系统安

装在该地区的所有学校。 



资金资金资金资金 
我们的计划是鼓励 3450 区内的扶轮社，捐助有关于净化机、水箱、管道及
相关基础工程和设施的成本。如果有必要，我们将申请地区补助金，或邀请

其他地区的姊妹社作为国际合作伙伴，申请全球配对补助金。 
 
选择学校选择学校选择学校选择学校 
除了在财务方面，我们会配合省及地区侨务办公室和当地教育部门，磋商和

选择 40 所适当的学校，以确保选择合适的人才。我们将考虑参与挑选学校
和校长，以确保净水系统安装后的可持续性。 
 
时间表时间表时间表时间表 
该计划的时间表是类似早前的试点项目。计划在 2012-2013年的扶轮年度第
一季度，筹集的资金要到位。同一时间，选择学校的过程中会在当地政府协

助下完成。购买净化机及相关工程的招标程序，将在扶轮年度的第二季度举

行。这计划将在 2012年 11月下旬 / 12月上旬完成，并从 2013年 1月开
始操作。3450区会在 2013年 4月选派一个代表团去检查和审核各学校内的
净水系统，经过一季度的经营，让学校管理职员有足够的时间来熟悉操作和

维护，并定期审查的水样的质量测试。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 
再创生命再创生命再创生命再创生命，，，，播种健康播种健康播种健康播种健康；；；；百万之行百万之行百万之行百万之行，，，，共铸希望共铸希望共铸希望共铸希望。。。。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自2002年正式展开，港澳地区扶轮社与国家卫生
部、中国防治肝炎基金会以及内地各省巿政府通力合作，用了八年时间，完

成了为一百万名贫困地区的儿童注射乙肝疫苗的目标。 
 
国际扶轮3450地区郑瑶璋区总监，于2010年5月21日，率领着100位港澳扶
轮地区的领导及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总结会，获卫生部黄洁

夫常务副部长，代表国家卫生部作出嘉许，并与支持及参与推动项目的各省

巿单位代表，共同庆祝这难忘的时刻。 
 
背景与缘起背景与缘起背景与缘起背景与缘起 
君域扶轮社早期在开封展开的工作早在1996年，国际扶轮3450第三十八分社 
-- 君域扶轮社便已经在河南省开封巿展开为农村新生婴儿展开乙肝疫苗接
种计划。君域扶轮社的社友Ken Shortridge教授本身是一名肝炎专家，有鉴
于中国是乙肝病毒感染的高流行区，因此与中国预防医学科学研究院病毒学

研究所展开合作，由君域扶轮社募款提供财政支持，在开封巿下辖的开封县

进行为期三年、为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的试点项目。1999年之后，计划继续
在开封县及开封下属的其他四个县拓展的同时，亦在山东省河泽巿的十六个

乡镇开始展开。1996至2000年五年间，君域扶轮社总捐款为92万港元，受
惠儿童达51,367人。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的展开君域扶轮社在开封和河泽开展的项目的成功

引起了港澳地区扶轮社领导的重视，在2001年访京期间，当时扶轮社领导层
与国家卫生部就如何进一步推广这种成功经验进行了深入讨论。双方都认同

乙肝是中国最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中国约十三亿人口中，约一亿二千

八百万人为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乙肝新发病人数约五十万人，约占全国传

染病发总人数的四分之一。病毒性乙型肝炎不仅严重影响人体健康，而且给

家庭、社会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成为贫困地区因病致贫或者因病返贫的一

个重要因素。时任扶轮3450区总监的温颂安和继任区总监朱梓焜，经与港澳
扶轮区的领导充分协商后，即决定接纳国家卫生部建议，与卫生部合作，为

一百万名在较贫困地区的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为期十年，并协助这些地区

建立乙肝免疫的基础规模，整项计划预计投入港币二千万元。该项目其后定

名为「再创生命 -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由卫生部主导，并请中国防治
肝炎基金会成为项目的执行伙伴。2002年4月15日，经过各方努力，在国家



卫生部领导的见证下，由港澳扶轮朱梓焜区总监代表扶轮与卫生部在北京签

署了合作备忘录，标志着项目正式展开。 
 
过程与发展过程与发展过程与发展过程与发展 
邯郸专案的开邯郸专案的开邯郸专案的开邯郸专案的开展展展展 
在与卫生部达成协议之后，扶轮社在香港注册成立了慈善团体扶轮中国服务 
(乙肝免疫) 有限公司负责项目运作。该公司的成员及管理层，均由资深扶轮
社总监、社长及社友义务出任，并由现任及前后年度之扶轮3450区区总监任
当然董事，账目则由独立会计师进行审核。理事会主席为郑慕智前区总监，

理事会成员包括全国人大代表李宗德、雷添良及由2001-2012年度各区总监
等。执行委员会主席为郑恩基前区总监，洪为民前社长担任了秘书长，并和

陈嘉龄前社长轮流担任地区主委。同时，也在国内成立项目管理委员会，成

员包括卫生部疾控司司长齐小秋、台港澳办副司长王立基、扶轮代表莫兆光

及陈龚伟莹前社长 (陈嘉龄及洪为民前社长为后补代表) 及中国肝基会副理
事长王钊。 
 
扶轮乙肝项目除了为目标小儿进行乙肝疫苗的安全接种外，并会透过项目的

系列元素，包括人材培训，监督管理，医疗素质保证，融资机制，健康教育，

宣传推广，效益评估等，从而建立一个有效的运作模式，加强项目地区乙肝

推广服务建设，延续目的持久效益。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朱

梓焜总监身先士卒捐了第一个十万元。2002年9月，在当时的区总监麦帼斌
女士的倡导下，由当时的九龙金域扶轮社社长夏戴维举办了这个项目的第一

个筹款活动 -- 电影《燕尾服》的首映筹款。为了吸引公众对项目的关注，
我们还特别邀请到国际知名的影星、《燕尾服》的主角成龙出席首映，当晚

即筹到接近八十万港元的善款。当时的卫生部疾控司司长齐小秋代表卫生部

到香港出席这个筹款活动，并代表卫生部与扶轮社签署了关于第一个补充协

议，确定邯郸为「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的第一个受助城巿。接下来我们

又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一点一滴筹集到了第一个专案所需的资金。 
 
2003年，「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的第一个项目终于在河北省邯郸巿展开。
肝基会副理事长王钊出席了在邯郸举行的启动仪式。在邯郸的首个项目实施

之后，我们仍不遗余力开展筹款工作，2003年9月，我们举办了穿越戈壁沙
漠的筹款活动；同年11月举行了地区会议晚宴筹款，12月举行了太平山顶步
行筹款，活动共有两千八百人参与，包括六百名六岁以下的小学生和他们的

父母，以及三百名十四至十八岁的青少年，以及特区政府官员，扶轮社成员，

教师及艺人等；2005年3月，我们又在澳门举行了攀登澳门塔的筹款活动。 
 



除了积极筹款，扶轮社对保障项目顺利展开亦十分关注。当地政府收到捐款

之后怎么展开工作，事前、事后以及项目进展中，我们都会到现场审查，亦

会不定时进行抽查，此外，我们亦会到疫苗厂直接查看疫苗的生产。而为了

确保项目的顺利展开，项目委员及社友们经常往返内地与香港，有时甚至是

天来回，而所有的费用都是他们自费承担。 
 
自2003年至2005年，扶轮乙肝项目共动用了港币三百四十万元，成功为邯郸
巿二十一万新生儿接种乙肝疫苗。安庆项目原本「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

只是计划为新生儿免疫，后来在2003年开始，国家将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列入
计划免疫范围，因此，在此后的项目中，我们选择了为小学生注射疫苗。邯

郸的工作得到的肯定坚定了我们的信心，项目流程也得到进一步的完善。「基

线调查 -- 培训 -- 宣传 -- 接种」这种模式也证明可行。我们开始寻求区外
的支持。我们邀请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以及韩国的扶轮社一齐申请了一个

扶轮国际大额配对拨款，除了这些地区的三万美元捐款及港澳地区的十二万

美元外，更得到了扶轮国际的十五万美元的配对，为我们打下了一剂强心针。 
 
2006-2007年，我们运用港币二百四十万元为安徽省安庆巿十七万小学五年
级儿童进行免疫。重庆项目在卫生部和肝基会的建议下我们又展开重庆巿地

三峡库区的四个贫困县项目，包括开县、忠县、巫山县及巫溪县。总人数逹

到二十八万小学生。由2008年9月开始，为期两年，到2010年中结束。 
 
随着项目的顺利开展，筹款工作也越来越顺利。重庆的项目更获得国际扶轮

基金三十万美元的拨款。而在2006年在香港机场富豪酒店举行的慈善晚宴上，
在前区总监黄绍开先生的带领下，一晚就筹到两百万港元。距离我们的目标

越来越近了。 
 
青海青海青海青海、、、、甘肃和宁夏专案甘肃和宁夏专案甘肃和宁夏专案甘肃和宁夏专案 
2009年，国家更确立为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因此，我们又
将受助的人群定为大学生，选定下一个受援地区为青海、甘肃、宁夏三省区

的大学生，并加上宁夏自治区的全体高中学生及甘肃省卫生职业高中学生，

总共三十五万人。在当时区总监郑瑶璋的大力支持和带领下，我们在2009年
年底开始了这项“最后一站”的项目。同时也为这项目展开筹款活动，在多

位理事及执委带头捐款后，筹集超过港币二百三十万资金，此外，这次项目

还得到了香港择善基金的支持投入三十万美元，配合扶轮港币四百二十万的

善款，我们提前两年达到了为一百万名贫困地区儿童注射乙肝疫苗的目标。 
 
3省项目的另一个特色，是在补种前进行摸底调查，确认学生以前没有接种
过，才进行补种。为其他类似的补种项目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模式。 



总结总结总结总结 
众人同心众人同心众人同心众人同心  其利断金其利断金其利断金其利断金 
回顾「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八年走过的历程，项目的顺利开展，无疑是

各方协同合作、坚持不懈的结果。扶轮社的成员为项目四处奔波、积极筹款，

丝毫没有松懈。在内地遭遇南方雪灾和汶川大地震等突发的大灾难时，我们

在捐助灾区的同时，也不遗余力地为健肝工程开展募捐行动。 
 
此项目在3450地区得到历届区总监及众社友们的支持，出钱出力，是一个集
合众人力量的成果。同时，项目也得到国际扶轮的支持及肯定，多次报导及

表扬，温颂安前总监、朱梓焜前总监、郑瑶璋前总监、陈嘉龄前社长、周育

诚前社长及莫兆光前社长更获受予国际扶轮至高荣誉“超我服务”嘉许奖状。 
 
而项目自初创开始，便得到了国家卫生部、肝基会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此外，这一项目亦获得国际扶轮总社和东南亚地区的扶轮友社共同参与，

并得到择善基金等慈善组织的协助。 
 
多方问责模式可依2009年新中国迎来了六十年华诞，六十年来，尤其是改革
开放三十余年，国家的发展步伐很快，从解决温饱问题到提升国民素质问题，

包括人民的健康问题，国家的发展变化一日千里，计划免疫的工作也逐步展

开。当我们展开「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时，乙肝疫苗仍未纳入新生儿计

划免疫范围，而此后，我们喜见国家在2003年，将新生儿的乙肝疫苗列入计
划免疫范围，又在去年确定为十五岁以下的儿童免费接种乙肝疫苗，让我们

亲身见证国家在卫生免疫工作上的跃进。 
 
更让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扶轮社在慈善项目上所推崇的多方问责的模式，得

到了国家卫生部和地方各级政府的认同，使未来各项慈善项目的展开开拓了

一个可供参照的模式。而这个项目从开始为普种，到后来的补种，为民间团

体和政府的合作，先行先试，为其他项目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模式。 
 
通过这个项目，不单使扶轮社无偿奉献，互爱互助，为社会服务至上的精神

得以发扬光大，我们也深刻体会到帮助孩子们远离疾病和贫穷、再创生命的

无限喜悦，充分感受到与内地同胞心连心、血浓于水的深情。 
 
 
 
 
 



扶轮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扶轮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扶轮对中国教育的贡献扶轮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教育能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变成可能。。。。有智者说有智者说有智者说有智者说：「：「：「：「教育的目的是把镜变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镜变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镜变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镜变成窗。」。」。」。」 
 
在香港和澳门的扶轮社员，长久以来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并努力协

助国内各地设立数以千计学校。目的是说明那些无法支付学费或无校

可读的人，能够有机会入学。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以下是在国内支持开设学校的扶轮社： 
 
� 3450区网上扶轮社 
� 九龙东区扶轮社 
� 九龙东北扶轮社 
� 九龙北区扶轮社 
� 九龙西区扶轮社 
� 九龙西北扶轮社 
� 九龙金域扶轮社 
� 大埔扶轮社 
� 太平山扶轮社 
� 半山区扶轮社 
� 半岛旭日扶轮社 
� 半岛扶轮社 
� 半岛南扶轮社 
� 吐露港扶轮社 
� 尖沙咀扶轮社 
� 快活谷扶轮社 
� 沙田扶轮社 
� 松山扶轮社 
� 香港东区扶轮社 
� 香港东北扶轮社 

� 香港北区扶轮社 
� 香港旭日扶轮社 
� 香港西区扶轮社 
� 香港西北区扶轮社 
� 香港金融中心扶轮社 
� 香港南区扶轮社 
� 香港城北扶轮社 
� 香港海景骄阳扶轮社 
� 香港海港扶轮社 
� 香港都会扶轮社 
� 香港港京扶轮社 
� 荃湾扶轮社 
� 离岛扶轮社 
� 港城西北扶轮社 
� 湾仔扶轮社 
� 新界扶轮社 
� 葵涌扶轮社  
� 澳门扶轮社 
� 维多利亚扶轮社 
� 观塘扶轮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