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9月
地區總監

每月通訊

各位親愛的社友：

自8月11日起，我已開始了與各扶輪社社長和他們的董事會成員會面，以討論各
社在2017-18扶輪年度的目標和計劃。我本希望會面可以更早開始，但由七月開
始到八月中旬，我們實在忙於參與各扶輪社的就職活動。儘管如此，截至九月
下旬，我已與地區90個扶輪社其中的71個扶輪社的董事會成員會面。此外，我
也參與了38個扶輪社的午餐 / 晚宴例會以作公式訪問。當中，我除了分享了本
年度的地區目標及扶輪嘉許外，更談及了扶輪的主要宗旨、核心價值以及國際
扶輪的策略重點。

我很高興越來越多扶輪社贊同將地區總監與各社董事會成員之間的會面，區別
於地區總監到各扶輪社的公式訪問，有些甚至在可行情況下，舉行聯社會議讓
地區總監作公式訪問。這實在大大提高了地區總監在履行有關會見各社董事會
成員及到訪各扶輪社職務上的效率。

從我與各社長和董事會成員的討論中，我了解到他們為這扶輪年度而準備的多
個創新項目，以及他們希望透過這些項目作出改變的那份熱誠和決心。當中，
很多計劃也涉及與相同地域或跨地域的扶輪社合作，有些更是與其他地區的扶
輪社合作。這其中大部分的計劃和相關之活動已經或將會透過相片或文章在地
區總監每週或每月通訊中刊登。我對各社長和董事們的深思熟慮與努力謹致祝
賀。

在我與社長們和董事們會面之際，我發現普遍上他們還未很熟悉如何在國際扶
輪網站中之「扶輪社中央系統」內匯報他們的目標、計劃和進展。當我到各扶
輪社進行公式探訪時，亦發現不少社友並不了解以致未能善用在國際扶輪網站
上所發佈的資訊。這是各扶輪社需要正視的重要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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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興宏
地區總監2017-18
國際扶輪3450地區

我在此呼籲各扶輪社社長、秘書和董事們考慮提升「我的扶輪」和「扶輪社中
央系統」的使用率，並將之推廣至各社友。由地區秘書團隊籌備的聯合秘書會
議已於9月16日順利舉行，出席率之佳實在令人欣喜。盼望各參與是次或將來聯
合秘書會議的扶輪社秘書們，都能與他們的社友們分享在會議中所獲得的資訊
和知識。各扶輪社出色的計劃與服務若未能在國際扶輪的系統中報告與反映，
實在是很可惜。

於九月間，我們的年輕新一代也有令人喜悅的消息。9月上旬，我們地區的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員成功爭取到2020年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Interota) 的主辦權。這
是唯一受國際扶輪認可的國際扶青會議。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每三年舉辦一
次，這將會為我們的扶青團員提供一個文化交流和分享不同範疇活動經驗的國
際平台。世界扶青大會將在2020年年中於香港舉行，而準備工作亦已經開始。
更多詳情請見本月通訊之相關部份。

另一方面，於9月7日舉行了獎學金頒發典禮，令有需要之學生可以繼續他們在
職業訓練局轄下不同院校中，自文憑至學士學位的職業訓練課程。這項職訓獎
學金由楊碧瑤前地區總監於2014-15年創立，當時籌得港幣650萬。自此，超過
100個獎學金獲發放。在典禮中，多位獎學金得主分享了他們觸動人心的故事。
緊接的扶輪香港職訓獎學金籌款晚宴於9月22日舉行，並額外籌得港幣350萬，
以示國際扶輪3450地區對職訓教育的支持。一份有關籌款晚宴的報告可見於本
通訊較後部分。

當我們踏入十月，由各位社長和扶輪社友籌辦的「扶輪改善世界」項目所帶來
令人興奮的消息將會陸續有來。而正在香港舉行的植樹項目、中國大陸的大型
淨水項目、多個與健康相關的活動和扶輪香港超級馬拉松亦籌辦得如火如荼。
讓我們一起奮鬥，繼續「改善世界」！

9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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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險之旅
3450地區新疆自駕遊，2017年9月14日至23日

首次登場的新疆自駕遊於9月14至23日期間舉行，這是國際扶輪3450地區的創新活動，由來
自香港、澳門和台灣的14個扶輪社共40名社友和他們的朋友組成龐大團隊，展開了一個富
冒險性及長達3,000公里的路程。隊友們都很高興馮興宏地區總監和大埔扶輪社林偉生前社
長可以成為其中一員，共同參與首四天的旅程，在享受宏偉的風景和遊覽不同著名景點之
後返回香港。

這十天的旅程先從深圳出發到烏魯木齊的早
機開始，繼而被接待在五星級酒店 (Wanda
Vista) 入住。很快我們就整裝待發，九輛
Toyota Prado 4 x 4s 亦作好準備。各車隊除獲
派發對講機結隊而行外，同行還有一位富經
驗的導遊、汽車技工、醫護助理和「私人」
特警，以確保旅途順利和安全。

我們的旅程到訪很多名勝地方，例如有名的
吐魯番 - 火焰山；在庫姆塔格沙漠-鄯善觀賞
了壯觀的日落；穿越了天山山脈 - 奇臺和最
美麗的禾木喀納斯湖，以及克拉瑪依雅丹地
貌最大的風蝕地帶。一行人士亦對極具吸引
力的安集海大峽谷留下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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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0地區新疆自駕遊，2017年9月14日至23日

藉此機會，我希望對所有參加者表達衷心的謝意，並特別鳴謝籌委會副主席大埔
扶輪社的林偉生前社長和葵涌扶輪社的麥家揚剛卸任社長，當然不少得我們的合
作旅行機構-廣州廣之旅國際旅行社8名同事為我們的旅程提供的極佳的服務。

李兆民前社長
葵涌扶輪社
地區友誼委員會主席
扶輪新彊公路之旅主席

我們十分渴望能品嚐新疆的地道美食，例如烤羊肉串、手拉面、大盤雞和羊肉抓飯等名菜。
最終我們以一隻烤全羊和40道必吃小菜慶祝。在最後一天，我們在最大的廣場購買翡翠，古
木材，果乾，地毯和手工藝品作紀念品。

旅程以愛與關懷作結，在籌委會主席李兆民前社長帶領下，帶備生活必需品探望當地的老人
中心。我們頌唱了喜悅的歌曲，更和他們一起做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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憶起在九月上旬時，我們還在計劃這個將於9月16日﹝星期六﹞下午舉辦的2017-18扶輪年
度首個聯合秘書會議。我們期望這個會議是資訊性的，也是於基礎層面上實用的，以致
各位參加者能夠將所學到的知識與所屬的扶輪社社長和社友們分享。

這次的聯合秘書會議旨於介紹扶輪社友有關「我的扶輪」之運用。當天的出席人數非常
高，共有35名社友出席，幾乎全場爆滿。當中包括27名扶輪社秘書、3名行政秘書、2名社
長、1名候任社長和2名社友。會議結束後，亦得到不少正面的回應。

會議議程是由富經驗的扶輪社友經深思熟慮後制定的，包括有關扶輪社秘書職責，以及
這職位需要用到的工具。而互動環節則集中在闡述並運用「我的扶輪」。無容置疑，這
個即場示範實在帶給與會人士很大的幫助。這亦將會是扶輪社秘書們可為他們的扶輪社
所作出的貢獻。緊接著的問答環節中，扶輪社秘書們亦踴躍發問。感謝各籌委預備了是
次如此傑出的聯合秘書會議。正如我們在本月的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中提到，「扶輪社
中央系統」將會是下次舉行的聯合秘書會議的焦點。

還原基本
2017-18 首個聯合秘書會議 2017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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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香港職訓獎學金籌款晚宴
2017年9月22日

扶輪香港職訓獎學金籌款晚宴已於9月22日晚上假富豪九龍酒店順利舉行，當晚筳開20席，
整個會場都充滿著喜慶洋洋的氣氛。楊碧瑤前地區總監於致辭時特別重申了舉辦是次活動
的目的。自2015年起，國際扶輪3450地區成立了這個獎學金，以幫助於經濟上有需要的學
生去達成他們的夢想，至此已有超過100個學生藉這個計劃受惠。是次活動的籌委會主席李
德利前社長亦感謝各籌委會成員的付出，致使這個活動得以順利舉行。由節目開始至抽獎
環節，一眾社友和貴賓品嘗了6道精選的創意料理。上台獻藝的學生們亦展現了他們的才藝
和分享了他們的成功故事，令當晚活動顯得更有意義，他們的故事，充分體現了「扶輪改
善世界」的年度主題。拍賣環節更將整晚氣氛推至高潮，得到各位的慷慨解囊，當晚最終
共籌得港幣350萬。馮興宏地區總監更於台上見證著各主要捐贈者將捐款支票轉交職訓局代
表。當天晚上實在充滿著很多美好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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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成功了！為2020年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作好準備！

我們很驕傲地宣佈，經過一輪激烈競爭後，2020年世界扶青大會 (INTEROTA)將
會於香港舉行。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是一個三年一度的國際扶青會議，由扶
青團員組織，輪流在不同的城市舉行。這活動為扶青團員提供一個與來自世界
各地的扶青團員分享意見和經驗的平台。自1981年起，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
曾於南非、澳洲、英國、土耳其、墨西哥、巴西、德國、南韓、埃及和加拿大
舉行，但從未在3450地區舉行。

在馮興宏地區總監、錢樹楷剛卸任地區總監、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鄭鶴明地
區總監提名人和一眾扶輪領袖的認可和全力支持下，3450地區的扶青團員勇往
向前，爭取2020年世界扶青大會的主辦權。其他兩個競爭城市為美國聖地牙哥
和墨西哥坎昆。競爭過程十分激烈和困難重重。這亦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向海外
扶輪社友和扶青團員展示3450地區的精神面貌。20名來自香港和澳門的扶青團
員參與了2017台北世界扶青大會。我們的宣傳運動不單成功吸引了海外代表的
目光，我們的創意和熱誠亦令他們留下深刻印象。

我們現在很驕傲地宣佈，3450地區已經成功爭取2020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的
主辦權！這結果實在是得來不易，但確實振奮人心。在此對你們的支持和領導
送上衷心的謝意。而2020年國際扶輪世界扶青大會的準備工作已開展。除了香
港的行程外，我們亦研究在其他地方 - 澳門、蒙古國及 / 或廣東省舉辦部分活動
的可行性。我們希望能夠到訪大家的扶輪社，分享更多的詳情。這並不只是扶
青的盛事，作為主辦城市，這更是屬於整個3450地區的。我們衷心相信，2020
年世界扶青大會將凝聚3450地區邁步向前。讓我們努力拉近世界的距離吧！

9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2/9 歡迎派對 - 台灣之夜

3/9 開幕禮

3/9 扶青工作坊及扶青節

3/9 扶青五十晚宴及世界扶青先生及小姐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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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台北之旅及文化之夜

5/9 服務計劃 / 工作假期

6/9 2020年世界扶青大會主辦權競逐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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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灣仔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九龍塘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3450區網上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添馬網上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金融中心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北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海景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城北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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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半島旭日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星光大道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蘭桂坊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中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中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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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銅鑼灣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蘇豪香港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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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葵涌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華語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新界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沙田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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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快活谷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快活谷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離島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旭日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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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香港西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香港西北扶輪社正式會面

13

地區總監與深圳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大埔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吐露港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荃灣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愉景灣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港城西北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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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太平山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友誼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澳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澳門中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濠江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澳門海島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澳門西望洋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松山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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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維多利亞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灣仔扶輪社社友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觀塘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九龍西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九龍東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澳門的扶青團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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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扶輪社 平均出席率

8 九龍塘扶輪社 85.00%

7 半島南扶輪社 84.80%

5 半山區扶輪社 81.00%

6 華語扶輪社 80.00%

5 香港西北扶輪社 76.00%

4 半島旭日扶輪社 75.00%

5 港城西北扶輪社 71.00%

5 太平山扶輪社 71.00%

4 香港北區扶輪社 69.00%

2 中區扶輪社 65.15%

即將舉行的活動

聯合扶少團
就職典禮

2017年11月4日

地區基金研討會
資助管理研討會

2017年11月11日

地區新社友迎新會

2017年10月26日

國際講習會，聖地
亞哥，美國

2018年1月14日至20日

共融之樂保齡球比
賽塈香港盲人保齡

球錦標賽

2018年1月21日

新社友歡迎會

2018年1月27日

公共形象工作坊

2017年11月25日

地區高爾夫同樂日

2018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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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份10個出席率最高的扶輪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