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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社友：

八月是扶輪的「社員及新社發展月份」。這些都是重點議題，各扶輪社都應將
社員及新社發展設為首要議程。

若我們有更多的扶輪社及社友，我們將會擁有更多的資源，並能夠為社會提供
更好的服務。這將會提高公眾對於扶輪在社會上所作貢獻的關注，尤其當我們
有適切的宣傳措施予以配合。我們將可以吸引更多的成員參與扶輪，這良好的
循環將會繼續。這是我一再提及並希望會得到大家的支持，讓我們坐言起行。

要增加社員，我們應該回復初心。讓我們先問自己數條簡單的問題：扶輪是一
個好的組織嗎？我們希望留在扶輪嗎？我們會否推薦扶輪給其他人？若我們對
以上的問題所給予的答案全是正面，那不就顯示我們邀請好友去參與扶輪，是
很自然的事嗎？若答案是非正面，我們清楚原因嗎？我們能否邀請一些未被邀
請的人？能否再次邀請那些以生活太忙為由而曾經拒絕我們邀請數次，而現在
也許改變了看法的朋友？

在這扶輪年度開始之先，我已為各社長及地區職員設下目標：每一位都應在這
個扶輪年度吸納最少一位新社員。當中有部份已經達成或超越目標。我希望若
能夠達到這個目標，我們便可獲得逾200名新社友。當然，「社員引入社員」的
行動並不只限於社長和地區職員，但社長及地區職員若能以身作則，將更能夠
推動地區的其他社友，共同主動地邀請他們的朋友加入扶輪。

我們在上一個扶輪年度中有極好的社員增長。去年，共有13個新扶輪社創立，共
約340名新社員。另外，其他67個現有的扶輪社共有150名新社員。我藉此機會歡
迎眾多3450地區的新社友，亦感謝一眾選擇繼續留在扶輪並繼續是3450地區一員
的社友。在3450地區中，我們現時共有90個扶輪社，2300名社員。扶輪社和社員
數目持續增長，可帶來更強的扶輪社、更堅固的地區、和更好的社區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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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投放時間進行服務，扶輪社友也是一班有興趣發展事業的專業人士。各扶
輪社舉辦的聚會或活動中，邀請來自各種職業的優秀演講者也是一個好的方法
來吸引其他人參與扶輪。好的講者同時也會幫助社員發展領導才能，以及引動
創新意念。

除了建立新的扶輪社，其他不同的方法也能夠幫助我們的社友數目增長。第一
次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在7月29日舉行，會中討論了一些新的建議。當中，提及
了衛星社和公司名義的會籍。由方奕展前地區總監領導的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
已經作好準備幫助有興趣了解各項新建議的扶輪社和社友。

地區社員發展委員會將會繼續舉辦創社社長學院，事實上創社社長學院會成為
我們繼續發展社友數量的重要基石。

此外，我們不應忘記扶輪大家庭中的其他成員，包括扶青團團員、扶少團團員
及扶輪社區服務團。我希望藉此機會恭喜我們3450地區的扶青團團員慶祝他們
的50周年。我們有合共73個扶青團（共8000多個團員）、60個扶少團（約3000扶
少團團員）。我們亦有13個扶輪社區服務團，每團約有10至20名團員。整個扶
輪大家庭，我們擁有14,000名強大、有能力及致力於服務的成員。不論是扶青
團、扶少團或是扶輪社區服務團，我們都有持續的增長。

會員的增長和發展是每一位扶輪社友的責任。「參與」這兩字極為關鍵。各社
的領袖必須發展有意義及具說服力的項目和計劃，而社友必須參與並給予回應
以使項目變得成功。

我相信會員增長的關鍵是在於每一位社友都充滿自信地說服自己的朋友，加入
扶輪是美好的事情。在引入更多會員時，我們是在履行作為一位扶輪社員為社
會做好事的責任。

馮興宏
2017-18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3450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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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香港弦人五週年紀念《地球村》音樂會

2017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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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20日，當天在35度的高溫下，39名義工，包括扶輪社友、他們的家庭成員、扶青
團團員、扶少團團員和朋友們，在大嶼山梅窩參加了國際扶輪3450地區於2017-2018扶輪年
度舉行的首個植樹活動。當天共栽種了278棵樹。

植樹活動由九龍金域扶輪社的Carola前社長提議，由Ark Eden的Ms. Jenny Quinton籌劃，並由
地區保育地球委員會支持，及得到由馮興宏地區總監設立的植樹活動專責小組的協助。

這個植樹活動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主席由香港南區扶輪社楊存洲前社長擔任，副主席為蘭
桂坊扶輪社彭兆威副助理地區總監及香港城北扶輪青年服務團林君兒團友，及壽辰山扶輪
社岑醒威社長當選人。

來自15個扶輪社的社友慷慨解囊，捐贈了278棵樹（每棵樹港元＄100），合共港元$27,800
將會捐贈Ark Eden以覆蓋植樹項目的支出。詳情如下：

報告來自地區保育地球委員會主席2017-2018楊存洲前社長

為地球植樹歡呼，2017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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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扶輪社– 100 九龍金域扶輪社– 53

香港南區扶輪社– 40 香港都會扶輪社– 13

3450 網上扶輪社– 15 吐露港快樂健康衛星扶輪社– 15

半島南扶輪社– 10 壽辰山扶輪社– 10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 5 香港東北扶輪社– 5

九龍塘扶輪社– 5 香港西區扶輪社– 3

何文田山扶輪社– 2 香港城北扶輪社– 2



戈壁沙漠之旅, 2017年8月23-24日 – 馮芷賢社長報告

當人們想到去戈壁沙漠的旅程時，可會想像到：浩瀚無邊的沙丘；駱駝在沙丘上馳行；晚
上在蒙古包中躺臥，望向璀璨的星空；再加上一眾扶輪社友美妙的友誼相聚，構成了何等
美妙的畫面。

感謝馮興宏地區總監的領導，加上Boldbaatar助理總監詳細的計劃和熱情款待，當我們在禿
鷹山上觀賞蒙古青年在峽谷中奔馳時，更可休閒地品嚐我們的下午茶，最不可思議的，是
我們在戈壁沙漠蒙古包中也可以品嚐到一頓四道菜色的西式午餐。有豐富旅遊經驗的吳偉
明地區秘書，每次在我們有擔憂時都安撫我們，又令我們士氣高昂。莊君如社長的媽媽是
本團最有經驗和最親切的旅客，和我們精神勃勃的深圳扶輪社的謝俊社長及任永紅候任社
長；全賴吳鏡波前助理總監的攝影，為我們記錄了難忘的時刻。我也增加了一項頗有趣的
經驗，就是我們使用「流動廁所」處理我們的生理需要。當然我們也不會忘記在戈壁幻影
宴會廳裏的表演。當中有蒙古的演唱，以及由一班蒙古司機表演的傳統民族歌謠。當然包
括馮興宏地區總監演唱的「You raise me up」。

如果我們每個人被問到旅行的亮點是什麼，答案肯定會有所不同；但有一件事情我們都會
同意，那就是蒙古之旅無疑是一個我們永遠不會忘記的經歷。

5

8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6

與各社長會面，地區總監晚宴及視察，2017年8月25-28日

地區秘書長黃世生報告

(i) 2017年8月25-28日，在烏蘭巴托逗留期間，我們與蒙古的16個扶輪社的社長們及幹事會
面。我們藉此機會與各扶輪社共同審視他們於「扶輪社中央檔案」內定下的目標，是否
符合國際扶輪定下的三個優先策略的焦點，以及討論他們如何達到國際扶輪社長的嘉許
要求。對於部分社長和秘書們在登記進入「我的扶輪檔案」遇到的困難，我們向他們提
供援助，並當有需要時向國際扶輪跟進以使他們能夠順利登記。

(ii) 完成了與社長及幹事會面後，地區總監晚宴於圖申貝斯特韋斯特普瑞米爾酒店宴會廳舉
行。逾150名社友參與晚宴，而馮興宏地區總監亦致辭及頒發保羅哈里斯之友證書予數
名社友的家庭成員，而擁有33名社友的巴恩蘇加扶輪社當晚正式創立。當晚，錢樹楷剛
卸任地區總監頒發奬項以表揚各扶輪社及社友於上一個年度的貢獻。

(iii) 我們於8月27日參觀在蒙古國新成立的扶輪資詢中心，馮興宏地區總監主持中心的開幕
儀式。蒙古國新成立的扶輪資詢中心為在蒙古國的扶輪社及扶青團提供服務及支持，蒙
古國新成立的扶輪資詢中心擁有十分美好的辦公室及方便的會議設施。

(iv) 代表團亦到訪數個蒙古的服務項目作實地考察，包括「希望醫院」，其首席執行官Dr.
Buren是入選無名英雄國際人道主義獎決賽入圍者。代表團還參觀一所由扶輪社捐助改
善衛生設施的學校，及一所由扶輪社捐助更換醫療病床的醫院。

(v) 此外，代表團還參與了蒙古扶青團團員於8月27日下午舉行的小型奧運會，亦借此機會
表揚在2016-17扶輪年度有傑出表現的扶青團員。

(vi) 當大部份的香港和澳門代表團於8月28日乘坐航班回到香港，馮興宏地區總監仍留在烏
蘭巴托，主持為蒙古醫生舉行的職業訓練團隊計劃(VTT)的開展。這是由Saboo前國際扶
輪社長於2016-17扶輪年度推行的環球撥款項目，並由3450地區贊助。來自印度的20多名
醫生，在國際扶輪3080地區 Madhukar前地區總監領導下，帶同他們的醫學儀器（總值
30,000美元）到訪蒙古國，並與蒙古國的醫生分享他們在七種醫學範疇上處理醫學問題
的經驗。當主持活動及與Saboo前國際扶輪社長和一眾醫學團隊見面後，馮興宏地區總
監和錢樹楷剛卸任地區總監於8月29日返回香港。而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以泌尿科醫生
的身份參與此計劃，並於8月30日返回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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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蒙古的地區總監晚宴，2017年8月26日

參觀蒙古國的扶輪服務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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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國扶輪資詢中心開幕儀式

蒙古國扶青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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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蒙古醫生而準備的職業訓練團隊計劃(VTT), 
2017年8月28日 - 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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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興宏地區總監於2017年8月25至28日到訪蒙古之時，由前國際扶輪社長Saboo領導、3450
地區贊助支持的職業訓練團隊（VTT )計劃於2017年8月28日至9月8日舉行。馮興宏地區總
監因此特意更改他的回程航班至8月29日，以能夠主持活動的開幕儀式，並與由3080地區
Madurkha前地區總監帶領的職業訓練團隊會面。通過職業訓練團隊，16名印度醫生到訪烏
蘭巴托並與來自蒙古五所醫院的醫生分享他們在泌尿外科、神經外科、腹腔鏡、眼科、
耳鼻喉科和創傷七方面的外科手術的知識和經驗。我們的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泌尿科
醫生）也在9月28-30日參與職業訓練團隊計劃。

除了醫學上的知識外，職業訓練團隊醫生亦帶同先進的醫學設備（價值30,000美元），讓
蒙古的醫生們能夠在職業訓練團隊的領導下操作這些設備。

由於在8月23至27日期間，香港受到兩次颱風吹襲，來往印度和香港以及香港和蒙古的航
班因而延遲，但幸運地開幕禮照常於8月28日早上順利舉行。當天致辭的包括蒙古健康部
副部長、馮興宏地區總監、印度大使館代表，和印度醫學團隊的代表（其中兩位醫生，
慶幸他們的航班未被颱風影響）。

馮興宏地區總監和錢樹楷剛卸任地區總監於8月28日晚上到達烏蘭巴托機場，迎接Saboo前
國際扶輪社長和他的印度醫生團隊接待，並於8月29日返回香港。

職業訓練團隊計劃成功於9月8日閉幕。 Madurkhur前地區總監在返回印度期間，於9月9日
在香港逗留數小時。馮興宏地區總監、錢樹楷剛卸任地區總監和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在
他等待轉機的5小時中，與他共度午餐。Madurkha前地區總監指出，職業訓練團隊計劃非
常成功，超過100名醫學醫生和護士於蒙古參與並表達熱烈的回應。一份詳細的報告將會
在其後送上，而下一個職業訓練團隊計劃亦將不久之後開始籌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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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地域聚首一堂

來自第四地域的扶輪社，於2017年8月9日（星期三）假富豪九龍酒店舉行了首次地域聯合會
議作為本年度美好的開始。除了來自第四地域的9個扶輪社外，荃灣扶輪社和何文田山扶輪
社亦參與並合辦了這個晚餐會議。

葉劉淑儀，GBS，JP獲邀成為嘉賓。葉太就「一帶一路與香港的機會」發表演說。

會議期間，馮興宏地區總監為來自香港城北扶輪社和半島旭日扶輪社的3名新社友授證。此
外，主辦方為馮興宏地區總監和杜偉強前地區總監特別準備了慶祝生日活動，成為了當晚
焦點之一。得到來自34個扶輪社的250名社友和嘉賓的支持，當天的活動空前成功，更成為
了第四地域的難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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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2017年度地區扶青頒獎典禮暨2017-2018年度地區扶青交職典禮於2017年8月6日（星期
日）假香港浸會大學舉行。逾250名扶輪領袖、扶輪社友、扶青團顧問和扶青團團員共同慶
祝此喜慶的時刻，並為新的扶輪年度迎來一個美好的開始。

2016-2017年度地區扶青頒獎典禮對各個扶青團於2016-2017扶輪年度所作的表現及成就作出
認可。我們在此代表地區扶青委員會和地區扶青執行委員會，各獎項評審團致以衷心的感
謝。 2016-2017地區扶青頒獎典禮給予我們一個美好的機會以回顧去年豐盛的活動。在此亦
恭喜一眾在去年舉辦出色項目及取得成績的獲奬者。我們亦感謝扶輪社的帶領及支持，讓
我們達致成功！

2017-2018年度地區扶青代表劉丹虹從2016-2017年度地區扶青代表曾樂慈手中接到扶青代表
肩帶，象徵了兩任扶青代表的正式交接。我們在此感謝所有扶青團團員參與當天典禮。沒
有扶青團團員的支持，這不能成為一個難忘的活動。

隨著本年度口號「通過扶青參與服務，創造不同的人生」，地區扶青委員會和地區扶青執
行委員會詺記扶青的座右銘「以服務廣結友誼」，與一眾扶青團員在本年度分享喜悅的時
刻及豐盛的扶青生活。

在關愛與支持下，扶青團員有信心並將盡情投入扶青「服務，學習，領導」的宗旨。 讓我
們共同努力「作出改變」。有關活動的更多照片可以在Facebook頁面上找到（Rotaract，RI
D3450）。 再次感謝您的支持！

為年輕的扶青團團員慶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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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60地區扶少團團員到訪3450地區, 2017年8月3-6日

由3450地區30名扶少團團員及20名社友組成的代表團參與了於2017年8月4日整天、8月5
日傍晚在香港舉行的活動，接待了來自2660地區（日本）的50名扶少團團員、36名社友
及15名老師顧問到訪香港和澳門。此外，馮興宏地區總監、100名扶少團團員、扶青團
團員和社友一同參與於2017年8月5日早上在澳門舉行的歡迎活動。我們共度了愉快的
時刻。到訪的計劃詳情如下：

2017年8月3日： 於香港國際機場迎接
2017年8月4日早上： 鳳園蝴蝶保育區生態遊和鳳園自然及文化教育中心種植花蜜植

物（日本及香港的扶少團團員）
2017年8月4日下午： 於佛教善德中學學校禮堂集會（日本及香港的扶少團團員）
2017年8月4日傍晚： 歡迎晚宴及音樂會（日本及香港的扶少團團員及社友）
2017年8月5日早上： 於澳門的一所學校禮堂集會（馮興宏地區總監、日本的扶少團

團員和社友、澳門的扶少團團員、扶青團團員及社友）
2017年8月5日傍晚： 歡送晚宴（日本及香港的扶少團團員和社友）
2017年8月6日： 於香港國際機場歡送

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讓香港、澳門的扶少團團員與日本的扶少團團員進行文化交流。
在此，必須感謝一眾扶輪社及社友對本活動的鼎力支持，更贊助扶少團員的參與，也
特別鳴謝澳門社友的支持。

扶輪是讓鄰居和朋友分享意見、把領袖連結和行動的地方，以達到長遠的改變。我們
歡迎由日本遠道而來的朋友，亦十分珍惜與來自2660地區的扶少團員和社友的友誼。

8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澳門扶輪社交職典禮

地區總監與九龍北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啟德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中環海濱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半島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九龍金域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港京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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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馬山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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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區總監與香港創新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何文田山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半島南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烏蘭巴托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沃谷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烏蘭巴托和平路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納朗烏蘭巴托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隆蒙山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烏蘭巴托迦樓羅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蒙古友誼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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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與巴恩蘇加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庫倫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尼斯奈爾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修比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崇茂德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圖拉河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台美扶輪社正式會面 地區總監與色楞格扶輪社正式會面

烏蘭巴托中區扶輪社正式會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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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扶輪社 平均出席率

1 西望洋扶輪社 85.00%

7 半島南扶輪社 85.00%

4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 83.39%

5 香港西北扶輪社 82.00%

5 半山區扶輪社 81.00%

2 中區扶輪社 79.55%

4 蘇豪香港扶輪社 73.00%

7 半島扶輪社 72.22%

5 太平山扶輪社 72.00%

4 蘭桂坊扶輪社 71.00%

7月份10個出席率最高的扶輪社

即將舉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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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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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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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新疆自駕游

2017年9月14日至23日

地區新社友迎新會

2017年10月21日

國際講習會，聖地
亞哥，美國

2018年1月14日至20日

地區高爾夫同樂日

2018年1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