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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Rotary International 

 
 
 
 
 
 
 
 
 
 
 

扶輪主旨是服務 -- 包括社區、工作間以至世界每一
角落。在超過 200個國家 / 地區三萬四千多扶輪社
的一百二十萬扶輪社社員的共同理想就是“超我服

務”。 
 
� 1905年成立 

 
� 扶輪為一志願機構，把各地精英聯繫，提供人道
服務，並協助建立互信與和平。 

 
� 通過環球網路，扶輪社員把熱誠衍化成各種有意
義的服務，在各社區帶來轉變。 

 
� 有序的計畫在國際和區域間促進合作和夥伴關
係。 

  



「扶輪扶輪扶輪扶輪」」」」名字之源來名字之源來名字之源來名字之源來 
 

     扶輪是世界上首個國際志願服務團體，第一個扶輪社，是由一名年輕的
律師保羅‧哈理斯，以團結友誼與服務社會的精神，結合一群來自不同行業的

精英代表，于 1905 年 2 月 23 日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組織成立的，並冠名 
ROTARY。名字之意，即可旋轉往復，且有迴圈進行之意，因早期扶輪社每週
之例會都在各社員之辦工地點輪流進行。 
 
    「扶輪」乃“Rotary”的中文譯名，在 1921 至 1922 年間出現，與國際
扶輪上海分社于 1919 年成立的時間相約。在此之前，“Rotary”並無直接的
中文譯名，一般皆用音譯例如「樂得利」。當時的中國扶輪社員深明扶輪宗旨

及其以服務回饋社會的精神，用 (扶輪) 作為 ROTARY 的中文名稱，取自典
雅而普及之成語「大雅扶輪」 – 意義為德行學識俱佳之賢德人仕，共同努力
執行社會公益之事， 籍以回饋社會，故把“Rotary”意譯為「扶輪」，此中
文名字沿用至今。    
 
    「扶輪」與三千年前的詩經「大雅」篇，合成一句語態優美，詞義精妙的
「扶輪大雅」佳句；清朝詩人黃景仁更以「大雅扶輪」入詩，譜成情義俱佳的

傳世作品。「大雅」乃詩經中的雅正之詩；合乎規範的，正所謂「大雅君子，

卓爾不群」。  
 
    而「輪」更是現代陸上所有交通工具之始，南朝時代的昭明太子早曉其中
道理，曾著文曰：「若夫椎輪為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意指華美的

大車由原始車輪開始，喻意事物由簡至精的進化，也有開基創業的含義。而「扶

輪」是指在車輪兩側護持，維護扶持正統，使其得以推行和發展，並且有一個

感人至深的典故。 
 
    相傳在春秋時期，晉國大夫趙宣子在首山打獵，遇見靈輒餓極倒地，即時
命人給以食物，靈輒才不致餓死荒山，後來成為晉靈公的衛士。其後晉靈公對

宣子起了殺機，假借燕請宣子，視機向其施加毒手。飲燕中途，宣子發覺情勢

不妙，慌忙逃命。晉靈公喝令身旁衛士追殺宣子，靈輒駕車第一時間追及宣子，

但他不單不加殺害，還囑宣子登車逃走，置自身安危不顧，倒戈竭力在車的兩

旁保護宣子，讓一代忠賢宣子成功逃脫。這故事彰顯知恩思報， 回饋的精神。 
 
    扶輪社首創於美國， 但其成立的宗旨在於以真摯友誼為基礎， 凝聚社會
賢達， 行業翹楚， 以人道服務回饋社會，此等崇高的社會價值觀實早已蘊藏
於中華民族數千年的優良文化當中。 
 
   「扶輪社員」是社會上各行業的精英，他們以「超我服務」為座右銘，以
人道精神去服務有需要的社群，以專業知識和良好的個人網路組織服務來回 
饋社會，並維護及提倡和推廣正直的社員操守，讓全人的發展更臻完美。 

 
 



扶輪宗旨扶輪宗旨扶輪宗旨扶輪宗旨 
Object of Rotary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

重于鼓勵與培養： 
 

� 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 在各種事業及專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職
業之價值；及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業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
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扶輪社員之事業及專業宣言扶輪社員之事業及專業宣言扶輪社員之事業及專業宣言扶輪社員之事業及專業宣言 
Declaration for Rotarians in Business and Professio n 

 

身為扶輪社員，在從事事業及專業上，我將： 
 

� 視個人之職業為另一個服務的機會； 
� 在形式上及精神上，遵守個人職業道德及國家的法律、社會上的
道德標準； 

� 盡己所能，光大個人的職業，並在個人的工作崗位上，推廣最高
的道德標準； 

� 以公平的態度對待雇主、雇員、同事、競爭者、顧客大眾、以及
所有在事業上或專業上有來往的人； 

� 尊敬所有有益於社會之職業； 
� 貢獻個人的職業專長；提供青年人機會，幫助其他人解決特殊需
求，增進個人所在社區的生活品質； 

� 在廣告及對大眾做有關個人事業或專業的介紹時，遵守誠信原
則； 

� 不向社友要求一些一般人在事業或專業上不能獲得的特權或利
益，反之亦不提供給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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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50 
Hong Kong, Macao & Mongolia 

 
首個扶輪社 -- 香港扶輪社在 1931年成立。歷年來 3450地區在香港
和中國內地進行了無數的人道計畫，範疇包括醫療衛生、教育、青年

人的發展、識字、貧窮、環保以及救災。 
 
今天我們共有： 
71個扶輪社，接近 2000社員 
66個扶輪青年服務團，接近 3000扶青團員 
50個扶輪少年服務團，約 3000扶少團員 
35間與扶輪社緊密合作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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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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基金六大焦點領域國際扶輪基金六大焦點領域國際扶輪基金六大焦點領域國際扶輪基金六大焦點領域 
 

宣導和平 
 

預防及治療疾病 
 

婦幼健康 
 

基本教育及識字 
 

清潔水供應及衛生 
 

經濟及社區發展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50地區具代表性的工作計畫概要地區具代表性的工作計畫概要地區具代表性的工作計畫概要地區具代表性的工作計畫概要 

 

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 
為國內 100萬兒童注射乙型肝炎疫苗。 

 

國內痳瘋病計畫國內痳瘋病計畫國內痳瘋病計畫國內痳瘋病計畫 – 
在梁山的計畫，減少殘障，改善生活環境，增加經濟機

會，提升教育水準以消滅貧窮。 

 

保育地球保育地球保育地球保育地球 – 
促進對全球環保及可持續發展的關注。 

 

THE ONE 扶輪扶輪扶輪扶輪 3450地區國際人道主義獎地區國際人道主義獎地區國際人道主義獎地區國際人道主義獎 –  
為表揚那些無私地盡力幫助他人的英雄人物的獎項。 

 

與校同行與校同行與校同行與校同行 –  
是商界與學校合作的計畫，把教與學擴展到課堂之外，

讓同學們學得更好。 



國際扶輪的核心價值國際扶輪的核心價值國際扶輪的核心價值國際扶輪的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核心價值核心價值核心價值 
扶輪的核心價值代表扶輪文化的指導原則，是所有扶輪社友在行事上的導航

方針。核心價值在籌畫策略上的重要性與日俱增，因其驅動著扶輪領導層的

發展方向。 
  
摯誠服務摯誠服務摯誠服務摯誠服務 
我們相信扶輪社所提供的服務計畫及活動，能為世界帶來相互的諒解及更多

的和平。服務為扶輪使命的主要元素。透過個別扶輪社的服務計畫及行動，

我們創造出扶輪的服務文化，更使獻出真摯服務的社友，得到極大的滿足

感。 
  
深厚友誼深厚友誼深厚友誼深厚友誼 
我們相信個人的努力只能惠及個別的需要，但集體的努力能服務全人。眾志

成城的威力無遠弗屆，能量倍增，擴闊我們的生活及視野。深厚的友誼令我

們互相包容，既超越國度族群的差異，也摒棄其他的藩籬。 
  
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多元發展 
我們相信在服務的理念下，扶輪社能融和各國的人民。我們鼓勵扶輪社吸納

不同專業的社員，並以多樣化的活動進行服務。一個扶輪社能包含多樣化的

社群以及不同專業的社員，他們的未來將有長促的發展。 
  
正直清廉正直清廉正直清廉正直清廉 
無論在服務工程進行時，或目標完成階段，我們都要求扶輪領袖及社員們有

承擔及責任感。在工作中，我們嚴格遵守專業標準，而在人際交往上，堅持

高尚道德操守；並彼此尊重及公平相待，對交托的資源，我們憑良心行事。 
  
出色領導出色領導出色領導出色領導 
扶輪是一個世界性的機構，社員都是各行業的翹楚。我們深信發展社員領導

才能極其重要。作為扶輪社友，我們都是貫徹核心價值的表表者。 
  
所有這些核心價值皆反映在扶輪的目標上及四大考驗上，並為我們在日常生

活所奉行的守則。它啟發著我們去培養並支援服務的理想，以及在人際的關

係上維持並發展高尚道德操守。 
 
 



中國衛生部與國際扶輪中國衛生部與國際扶輪中國衛生部與國際扶輪中國衛生部與國際扶輪 3450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人體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項目 

 
生命無價生命無價生命無價生命無價，，，，人間有情人間有情人間有情人間有情    以生命影響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以生命影響生命，，，，發揚人性光輝發揚人性光輝發揚人性光輝發揚人性光輝 

 
2012年 12月 26日，衛生部與國際扶輪 3450地區關於人體器官捐獻
與移植合作專案簽署儀式在廣州舉行。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國際扶

輪 3450地區總監王國林、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高永文及香港大學校董會
主席梁智鴻教授等出席簽署儀式。 
 
專案由衛生部港澳臺辦、國際扶輪 3450地區、香港大學中國器官分配
與共用系統研究中心和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共同合作實施。合作四

方將通過器官捐獻的宣傳、推廣、國際合作與交流等，探索建立與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相適應的中國人體器官捐獻與分配體系，促進內地與

香港、澳門在器官捐獻與使用方面的合作和發展，進一步提升中國在

國際社會的地位和形象。 
 
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在致辭中充分肯定了衛生部與國際扶輪 3450 地
區確立器官捐獻與移植合作專案的積極意義。他指出，該專案有利於

增加器官捐獻、分配和使用的透明度和公平性，希望合作專案順利開

展，推動中國《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的切實落實，造福中華民族。 
 
國際扶輪 3450地區總監王國林在致辭時表示，很榮幸扶輪的國際及港
澳網路、專業知識、公信力和執行能力備受推崇，並且獲得衛生部港

澳臺辦公室邀請參與這個項目，扶輪將善用我們的優勢，配合及支援

國家更好及更有效地建設合乎中國國情和達至國際水準的人體器官捐

獻體制，提高器官捐獻和分配的公信力，並且説明推廣器官捐獻的訊

息，使更多人參與器官捐獻的行列。 
 
國際扶輪 3450 地區總監王國林隨即成立督導委員會及 3 個相關的執
行委員會以便制定具體方案落實協定內容。  



 



 



中國陝西省渭南市中國陝西省渭南市中國陝西省渭南市中國陝西省渭南市 
學校的淨水工程學校的淨水工程學校的淨水工程學校的淨水工程 

 
 

 
 

 
 



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計畫目標   
清潔食水的供應與社區的衛生和健康發展息息相關，亦是扶輪服務計畫的其

中一個焦點領域。本計畫的目標是為中國某些地區的學生和老師提供清潔的

食水，並把適當的淨水系統推廣到有需要的地區和學校。位於陝西省的渭南

市是這計畫的首個試點。 
 
位置位置位置位置 
陝西省位於太行山以西，在東部相鄰省

份有河北、河南、山西，南部有四川，

西部有甘肅，寧夏，北部與內蒙古相接。

全省大部分是山區，而黃土高原則在省

的北面，省會西安亦座落於此。 
 
全省是溫帶和半乾旱地區，北部的氣候

為亞熱帶，南方較潮濕。陝西省每年平

均氣溫為 8∘C 到 16∘C，每年的平均
降雨量從 400毫米到 1000毫米。 
 
黃河及其支流是省的主要水源。因為黃

土高原的性質，河水、支流和溪流、以

及地下井水，水質是混濁不清的，而有

更甚者可以形容為泥濘。 
 
試點項目試點項目試點項目試點項目 
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 
通過省僑務辦公室，我們被引導到渭南

市，選取了 4所學校作為試點。 
 
渭南市在西安以東。它有 11 個縣區，
人口約 537萬。有 260所中心學校。因該市的半乾旱的氣候和相對較低的降
雨量，食水供應並不穩定。即使在市鎮，多數人口很大程度上都倚賴井水作

食用水。 
 
我們的首要考慮的是引進一個淨水系統到中心學校，以造福於年輕一代。該

系統將有利於至少有兩到三代學生，我們希望對學生們、他們的父母、以至

學校管理和當地政府留下深刻的印象，認識到清潔飲用水的重要性。 
 



渭南市僑務辦公室，與當地政府教育署一起選定的 4所樣本學校，每所學校
有 700至 800名學生。這一試點專案之前，教學人員和學生取自市自來水系
統的食水供應，並不穩定，而他們主要倚賴的井水，其實是不適合飲用。他

們用簡單，傳統的沉澱法淨化井水，再煮沸才飲用。然而，水的品質是遠遠

不能令人滿意，亦沒有保證這是衛生的飲用水。 
 

淨水系統的核對總和審查淨水系統的核對總和審查淨水系統的核對總和審查淨水系統的核對總和審查 
得到四個扶輪社捐款，扶輪 3450區於 2011年 12月在 4所學校建成淨水系
統，該系統已運作了 4個月。由時任候任區總監王國林在 2012年 4月下旬，
率領一個五人代表團到各學校探訪及檢查該系統。 
 

在為期 4天的行程中，我們考察了 4個系統，由學校工作人員的操作和管理
審查，發現不少需要改進的地方。我們與承包商討論並尋求立即改善的項目，

包括儲水箱、水管、水龍頭和管道的位置，和在寒冷的天氣保溫的方法，因

在該地區的平均最低溫度可能跌至-8∘C。 
 

在將來設立這淨水系統的一個重要考慮因素是選擇學校管理層。我們已提醒

僑務辦及教育署，在將來選擇學校時，要揀選的校長和學校管理職員應該有

強烈責任感，和承諾建立淨水系統後的運作和系統維護。 
 

在我們的檢查中察覺到最重要的一點是，

這 4個系統在過去 4個月的水樣品質檢
測，是由衛生署及疾病防控中心進行了

測試，都是可以接受的，被認定為適合

飲用的水。這表明，淨化系統不僅過濾

砂泥和汙物等，它也有效地防止病菌通

過。 
 

計畫中的專案計畫中的專案計畫中的專案計畫中的專案 
擴展到擴展到擴展到擴展到 40所學校所學校所學校所學校 
3450 區打算擴大試點專案到該地區的
其他的 40 所學校。最終目標是要建立
一個模型，讓當地教育界和政府留下深

刻的印象，認識到這系統祇需要合理的

成本、易於管理的日常運作和維護，便

可以有效提供清潔、衛生的飲用水。我

們希望計畫中的項目完成後，當地政府

會採取跟進行動，以同類的淨水系統安

裝在該地區的所有學校。 



資金資金資金資金 
我們的計畫是鼓勵 3450 區內的扶輪社，捐助有關於淨化機、水箱、管道及
相關基礎工程和設施的成本。如果有必要，我們將申請地區補助金，或邀請

其他地區的姊妹社作為國際合作夥伴，申請全球配對補助金。 
 
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選擇學校 
除了在財務方面，我們會配合省及地區僑務辦公室和當地教育部門，磋商和

選擇 40 所適當的學校，以確保選擇合適的人才。我們將考慮參與挑選學校
和校長，以確保淨水系統安裝後的可持續性。 
 
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時間表 
該計畫的時間表是類似早前的試點專案。計畫在 2012-2013年的扶輪年度第
一季度，籌集的資金要到位。同一時間，選擇學校的過程中會在當地政府協

助下完成。購買淨化機及相關工程的招標程式，將在扶輪年度的第二季度舉

行。這計畫將在 2012年 11月下旬 / 12月上旬完成，並從 2013年 1月開
始操作。3450區會在 2013年 4月選派一個代表團去檢查和審核各學校內的
淨水系統，經過一季度的經營，讓學校管理職員有足夠的時間來熟悉操作和

維護，並定期審查的水樣的品質測試。 
 
 
 
 
 
 
 
 
 
 
 
 
 
 
 
 
 
 
 
 



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 
再創生命再創生命再創生命再創生命，，，，播種健康播種健康播種健康播種健康；；；；百萬之行百萬之行百萬之行百萬之行，，，，共鑄希望共鑄希望共鑄希望共鑄希望。。。。 

 
「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自2002年正式展開，港澳地區扶輪社與國家衛生
部、中國防治肝炎基金會以及內地各省巿政府通力合作，用了八年時間，完

成了為一百萬名貧困地區的兒童注射乙肝疫苗的目標。 
 
國際扶輪3450地區鄭瑤璋區總監，于2010年5月21日，率領著100位元港澳
扶輪地區的領導及代表，出席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總結會，獲衛生部黃

潔夫常務副部長，代表國家衛生部作出嘉許，並與支持及參與推動專案的各

省巿單位代表，共同慶祝這難忘的時刻。 
 
背景與緣起背景與緣起背景與緣起背景與緣起 
君域扶輪社早期在開封展開的工作早在1996年，國際扶輪3450第三十八分社 
-- 君域扶輪社便已經在河南省開封巿展開為農村新生嬰兒展開乙肝疫苗接
種計畫。君域扶輪社的社友Ken Shortridge教授本身是一名肝炎專家，有鑒
於中國是乙肝病毒感染的高流行區，因此與中國預防醫學科學研究院病毒學

研究所展開合作，由君域扶輪社募款提供財政支持，在開封巿下轄的開封縣

進行為期三年、為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的試點項目。1999年之後，計畫繼續
在開封縣及開封下屬的其他四個縣拓展的同時，亦在山東省河澤巿的十六個

鄉鎮開始展開。1996至2000年五年間，君域扶輪社總捐款為92萬港元，受
惠兒童達51,367人。 
 
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的展開君域扶輪社在開封和河澤開展的專案的成功

引起了港澳地區扶輪社領導的重視，在2001年訪京期間，當時扶輪社領導層
與國家衛生部就如何進一步推廣這種成功經驗進行了深入討論。雙方都認同

乙肝是中國最重要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中國約十三億人口中，約一億二千

八百萬人為乙肝病毒攜帶者，每年乙肝新發病人數約五十萬人，約占全國傳

染病發總人數的四分之一。病毒性乙型肝炎不僅嚴重影響人體健康，而且給

家庭、社會造成沉重的經濟負擔，成為貧困地區因病致貧或者因病返貧的一

個重要因素。時任扶輪3450區總監的溫頌安和繼任區總監朱梓焜，經與港澳
扶輪區的領導充分協商後，即決定接納國家衛生部建議，與衛生部合作，為

一百萬名在較貧困地區的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為期十年，並協助這些地區

建立乙肝免疫的基礎規模，整項計畫預計投入港幣二千萬元。該項目其後定

名為「再創生命 - 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由衛生部主導，並請中國防治
肝炎基金會成為專案的執行夥伴。2002年4月15日，經過各方努力，在國家



衛生部領導的見證下，由港澳扶輪朱梓焜區總監代表扶輪與衛生部在北京簽

署了合作備忘錄，標誌著專案正式展開。 
 
過程與發展過程與發展過程與發展過程與發展 
邯鄲專案的開邯鄲專案的開邯鄲專案的開邯鄲專案的開展展展展 
在與衛生部達成協議之後，扶輪社在香港註冊成立了慈善團體扶輪中國服務 
(乙肝免疫) 有限公司負責項目運作。該公司的成員及管理層，均由資深扶輪
社總監、社長及社友義務出任，並由現任及前後年度之扶輪3450區區總監任
當然董事，帳目則由獨立會計師進行審核。理事會主席為鄭慕智前區總監，

理事會成員包括全國人大代表李宗德、雷添良及由2001-2012年度各區總監
等。執行委員會主席為鄭恩基前區總監，洪為民前社長擔任了秘書長，並和

陳嘉齡前社長輪流擔任地區主委。同時，也在國內成立專案管理委員會，成

員包括衛生部疾控司司長齊小秋、台港澳辦副司長王立基、扶輪代表莫兆光

及陳龔偉瑩前社長 (陳嘉齡及洪為民前社長為後補代表) 及中國肝基會副理
事長王釗。 
 
扶輪乙肝專案除了為目標小兒進行乙肝疫苗的安全接種外，並會透過專案的

系列元素，包括人材培訓，監督管理，醫療素質保證，融資機制，健康教育，

宣傳推廣，效益評估等，從而建立一個有效的運作模式，加強專案地區乙肝

推廣服務建設，延續目的持久效益。正所謂：「三軍未動，糧草先行。」朱

梓焜總監身先士卒捐了第一個十萬元。2002年9月，在當時的區總監麥幗斌
女士的宣導下，由當時的九龍金域扶輪社社長夏大衛舉辦了這個項目的第一

個籌款活動 -- 電影《燕尾服》的首映籌款。為了吸引公眾對項目的關注，
我們還特別邀請到國際知名的影星、《燕尾服》的主角成龍出席首映，當晚

即籌到接近八十萬港元的善款。當時的衛生部疾控司司長齊小秋代表衛生部

到香港出席這個籌款活動，並代表衛生部與扶輪社簽署了關於第一個補充協

議，確定邯鄲為「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的第一個受助城巿。接下來我們

又做了很多其他工作，一點一滴籌集到了第一個專案所需的資金。 
 
2003年，「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的第一個專案終於在河北省邯鄲巿展開。
肝基會副理事長王釗出席了在邯鄲舉行的啟動儀式。在邯鄲的首個項目實施

之後，我們仍不遺餘力開展籌款工作，2003年9月，我們舉辦了穿越戈壁沙
漠的籌款活動；同年11月舉行了地區會議晚宴籌款，12月舉行了太平山頂步
行籌款，活動共有兩千八百人參與，包括六百名六歲以下的小學生和他們的

父母，以及三百名十四至十八歲的青少年，以及特區政府官員，扶輪社成員，

教師及藝人等；2005年3月，我們又在澳門舉行了攀登澳門塔的籌款活動。 
 



除了積極籌款，扶輪社對保障專案順利展開亦十分關注。當地政府收到捐款

之後怎麼展開工作，事前、事後以及專案進展中，我們都會到現場審查，亦

會不定時進行抽查，此外，我們亦會到疫苗廠直接查看疫苗的生產。而為了

確保專案的順利展開，專案委員及社友們經常往返內地與香港，有時甚至是

天來回，而所有的費用都是他們自費承擔。 
 
自2003年至2005年，扶輪乙肝項目共動用了港幣三百四十萬元，成功為邯鄲
巿二十一萬新生兒接種乙肝疫苗。安慶專案原本「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

只是計畫為新生兒免疫，後來在2003年開始，國家將新生兒的乙肝疫苗列入
計畫免疫範圍，因此，在此後的專案中，我們選擇了為小學生注射疫苗。邯

鄲的工作得到的肯定堅定了我們的信心，專案流程也得到進一步的完善。「基

線調查 -- 培訓 -- 宣傳 -- 接種」這種模式也證明可行。我們開始尋求區外
的支持。我們邀請了臺灣地區，馬來西亞以及韓國的扶輪社一齊申請了一個

扶輪國際大額配對撥款，除了這些地區的三萬美元捐款及港澳地區的十二萬

美元外，更得到了扶輪國際的十五萬美元的配對，為我們打下了一劑強心

針。 
 
2006-2007年，我們運用港幣二百四十萬元為安徽省安慶巿十七萬小學五年
級兒童進行免疫。重慶項目在衛生部和肝基會的建議下我們又展開重慶巿地

三峽庫區的四個貧困縣項目，包括開縣、忠縣、巫山縣及巫溪縣。總人數逹

到二十八萬小學生。由2008年9月開始，為期兩年，到2010年中結束。 
 
隨著專案的順利開展，籌款工作也越來越順利。重慶的專案更獲得國際扶輪

基金三十萬美元的撥款。而在2006年在香港機場富豪酒店舉行的慈善晚宴上，
在前區總監黃紹開先生的帶領下，一晚就籌到兩百萬港元。距離我們的目標

越來越近了。 
 
青海青海青海青海、、、、甘肅和寧夏專案甘肅和寧夏專案甘肅和寧夏專案甘肅和寧夏專案 
2009年，國家更確立為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免費接種乙肝疫苗，因此，我們又
將受助的人群定為大學生，選定下一個受援地區為青海、甘肅、寧夏三省區

的大學生，並加上寧夏自治區的全體高中學生及甘肅省衛生職業高中學生，

總共三十五萬人。在當時區總監鄭瑤璋的大力支持和帶領下，我們在2009年
年底開始了這項“最後一站”的專案。同時也為這專案展開籌款活動，在多

位理事及執委帶頭捐款後，籌集超過港幣二百三十萬資金，此外，這次專案

還得到了香港擇善基金的支持投入三十萬美元，配合扶輪港幣四百二十萬的

善款，我們提前兩年達到了為一百萬名貧困地區兒童注射乙肝疫苗的目標。 
 
3省項目的另一個特色，是在補種前進行摸底調查，確認學生以前沒有接種



過，才進行補種。為其他類似的補種項目提供了一個可行的模式。 
總結總結總結總結 
眾人同心眾人同心眾人同心眾人同心  其利斷金其利斷金其利斷金其利斷金 
回顧「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八年走過的歷程，項目的順利開展，無疑是

各方協同合作、堅持不懈的結果。扶輪社的成員為專案四處奔波、積極籌款，

絲毫沒有鬆懈。在內地遭遇南方雪災和汶川大地震等突發的大災難時，我們

在捐助災區的同時，也不遺餘力地為健肝工程開展募捐行動。 
 
此專案在3450地區得到歷屆區總監及眾社友們的支援，出錢出力，是一個集
合眾人力量的成果。同時，項目也得到國際扶輪的支援及肯定，多次報導及

表揚，溫頌安前總監、朱梓焜前總監、鄭瑤璋前總監、陳嘉齡前社長、周育

誠前社長及莫兆光前社長更獲受予國際扶輪至高榮譽“超我服務”嘉許獎

狀。 
 
而專案自初創開始，便得到了國家衛生部、肝基會和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

持。此外，這一項目亦獲得國際扶輪總社和東南亞地區的扶輪友社共同參與，

並得到擇善基金等慈善組織的協助。 
 
多方問責模式可依2009年新中國迎來了六十年華誕，六十年來，尤其是改革
開放三十餘年，國家的發展步伐很快，從解決溫飽問題到提升國民素質問題，

包括人民的健康問題，國家的發展變化一日千里，計畫免疫的工作也逐步展

開。當我們展開「扶輪百萬小兒健肝工程」時，乙肝疫苗仍未納入新生兒計

畫免疫範圍，而此後，我們喜見國家在2003年，將新生兒的乙肝疫苗列入計
畫免疫範圍，又在去年確定為十五歲以下的兒童免費接種乙肝疫苗，讓我們

親身見證國家在衛生免疫工作上的躍進。 
 
更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扶輪社在慈善項目上所推崇的多方問責的模式，得

到了國家衛生部和地方各級政府的認同，使未來各項慈善專案的展開開拓了

一個可供參照的模式。而這個項目從開始為普種，到後來的補種，為民間團

體和政府的合作，先行先試，為其他專案提供了一個可參考的模式。 
 
通過這個專案，不單使扶輪社無償奉獻，互愛互助，為社會服務至上的精神

得以發揚光大，我們也深刻體會到幫助孩子們遠離疾病和貧窮、再創生命的

無限喜悅，充分感受到與內地同胞心連心、血濃於水的深情。 
 
 
 
 



 

扶輪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扶輪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扶輪對中國教育的貢獻扶輪對中國教育的貢獻 
教育能使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教育能使不可能的變成可能。。。。有智者說有智者說有智者說有智者說：「：「：「：「教育的目的是把鏡變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鏡變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鏡變成窗教育的目的是把鏡變成窗。」。」。」。」 
 
在香港和澳門的扶輪社員，長久以來都瞭解教育的重要性，並努力協

助國內各地設立數以千計學校。目的是說明那些無法支付學費或無校

可讀的人，能夠有機會入學。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以下是在國內支持開設學校的扶輪社： 
 
� 3450區網上扶輪社 
� 九龍東區扶輪社 
� 九龍東北扶輪社 
� 九龍北區扶輪社 
� 九龍西區扶輪社 
� 九龍西北扶輪社 
� 九龍金域扶輪社 
� 大埔扶輪社 
� 太平山扶輪社 
� 半山區扶輪社 
� 半島旭日扶輪社 
� 半島扶輪社 
� 半島南扶輪社 
� 吐露港扶輪社 
� 尖沙咀扶輪社 
� 快活穀扶輪社 
� 沙田扶輪社 
� 松山扶輪社 
� 香港東區扶輪社 
� 香港東北扶輪社 

� 香港北區扶輪社 
� 香港旭日扶輪社 
� 香港西區扶輪社 
�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 
� 香港金融中心扶輪社 
� 香港南區扶輪社 
� 香港城北扶輪社 
�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 
� 香港海港扶輪社 
� 香港都會扶輪社 
� 香港港京扶輪社 
� 荃灣扶輪社 
� 離島扶輪社 
� 港城西北扶輪社 
� 灣仔扶輪社 
� 新界扶輪社 
� 葵湧扶輪社  
� 澳門扶輪社 
� 維多利亞扶輪社 
� 觀塘扶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