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澳门扶轮简介
2018年3月



Our Motto :
我们的座右铭：

Service Above Self
超我服务



成员涵盖社会翘楚、工商界领袖、专业精英，不分年龄、性别、

种族及宗教。

以自身行业及专业背景

服务世界及地区弱势社群。

以助人为快乐之

本，通过服务结

交朋友。

现有91个扶轮社，

社员超过2,400人。

港澳地区一个重

要志愿者平台。

是国际扶轮的一

份子，与蒙古国

合成3450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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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扶轮

扶轮的核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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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挚诚服务
2. 深厚友谊
3. 多元发展
4. 正直清廉
5. 出色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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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质：

1. Rotary International（“国际扶轮”）是发源于美国芝加哥的全球性非营利、非
政府、非宗教性质的自愿服务机构。 有113年历史，是全球最早成立的国际
民间组织。在超过200个国家进行人道救援活动。

2. 国际扶轮由扶轮社组成。扶轮社是由当地社区精英自愿组成的独立团队（每
社最少20人，一般最多50-80人，也有200人），全世界共有约35,000个扶轮
社，社员人数达120万。每个扶轮社须接受国际扶轮所通用的标准章程，但
每个扶轮社可自行确定与章程不相抵触的细则内容。当一家新扶轮社被接纳
“授证”设立时，国际扶轮将出具一份授证证书但绝不为任一扶轮社提供财
政支持。

3. Rotary 的中文名字扶轮源自于诗经“大雅扶轮”指社会贤达扶翼社会。扶轮
社员一般是社会精英，商界领袖和专业人士，有志于社会公益，以个人专业
和社会人脉资源传递正能量。本简介末为港澳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和出任应届
国家人大／政协之扶轮社员 / 荣誉社员供参考。

4. 扶轮社的成员被称为扶轮社员。扶轮社员应向他 / 她自己所在的扶轮社缴纳
会费，享受会员的权利和义务，并由各个扶轮社所管理。每个扶轮社从团队
经费中提取缴纳给国际扶轮的人均会费。简言之，扶轮社员是扶轮社的会员，
扶轮社是国际扶轮的团队会员（并非国际扶轮的子公司或分支机构）。

5. 所有的扶轮社员均在当地社区有其自己的职业或身份，只是业余时间作出贡
献。任一扶轮社员（包括社长、秘书、财务）都不是扶轮社的雇员或全职志
愿者。所有担当扶轮社的职务和理事通过社员选举任命，其任期为一年，领
导班子和职务都轮流替换。扶轮社员以昵称或名字称呼彼此。因此成员不论
年龄、财力或社会地位如何，均享有平等地位。这与世界上的大多数企业和
非政府组织都存在显着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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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质：

6. 国际扶轮按照地域和规模分区管理成员（“地区”），国际扶轮
3450地区覆盖范围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广东省、蒙古国。共有：

91个扶轮社，超过2,400名社员；
75个扶轮青年服务团，约8,000名扶青团员；
80个扶轮少年服务团，约3,800名扶少团员；
14个扶轮社区合作机构，有200名成员。

其中扶青及扶少团均为扶轮其下的法定青年团队，扶青团是为18到
30岁年龄段人群所设，扶少团则为12到18岁群体所设。



7. 3450地区的扶轮社在所在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进行了无数的人道
工作计划，范畴包括预防及治疗疾病、倡导和平、妇幼健康、基
本教育及识字、经济及小区发展、清洁水供应及卫生、以及青年
人的发展。其中一些具代表性之计划包括：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
程、痳疯病计划、THE ONE 扶轮3450 地区国际人道主义奖、与
校同行计划、与中国国家卫计委合作推广人体器官捐献项目及校
园净水工程。

8. 通过有关能够统计数据显示80年以后以扶轮名义从世界各地不同
渠道捐赠内地的项目差不多两亿美元。由于社员志愿工作，没有
行政费用，所有资金都投入到项目里，受惠的群体也比较广泛和
对公益有启发性、示范性、实践性。

由于各个社在当地的项目很多自主性质，一般每个社至少有一个
当地和国际合作项目。对于推动国际友好和平方面有很大的引导
作用。

3450地区项目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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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机构

9. 地区总监为地区当年的领导人。3450地区在香港发展已经有87
年历史，领导和延续方面非常稳健，过去的总监继续辅导和支持
现任总监，总监当选人和总监提名人也作出自己的年度工作安排。



出任公职的扶轮社员(包括荣誉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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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王敏刚** 胡晓明
雷添良 刘艺良**

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员
何厚铧（国家副主席）** 董建华（国家副主席）**
梁振英（国家副主席）** 郑慕智
简松年 高永文**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会员
何美华 郑淇德
苏汝成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治协商会议会员
蔡德升

其他省代表
孟德庆 (安徽) 黄显荣 (安徽)
王其武 (甘肃) 冯和顺 (海南)
韩世灏 (黑龙江) 叶振南 (河南)
梁文基 (湖北) 余国梁 (湖北)
钟红兴 (湖北) 廖焕辉 (湖南)
吴荣康 (吉林) 陈德宁 (四川)

另有超过150位扶轮社员 (包括荣誉社员)分别出任各巿、县政治协商会议会员，
以及香港特区及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或获香港特区政府及澳门特区政府颁发
荣誉勋章。



预防及治疗疾病

清洁水供应
及卫生

妇幼健康

经济及
小区发展

倡导和平

六大服务焦点

基本教育
及识字



代表性服務

代表性服务



参与扶轮社：全部

日期： 2012至今

倡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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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扶轮社：全部
日期： 2002至2010年
受众： 100万名贫困地区的儿童
地点：邯郸、安庆、重庆、宁夏、

青海及甘肃
投入资金：超过2,000万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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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生命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

扶轮社代表进行实地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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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创生命 –扶轮百万小儿健肝工程

郑瑶璋前区总监致送纪念品与
黄洁夫副部长 (左) 及张梅颖副主席 (右)



校园净水工程
– 在偏远地区为学生提供洁净饮用水

参与扶轮社：25
日期：2011年起
受众：250,000多师生

目标：捐赠100组系统 (已完成90组)
地点：陕西省、宁夏省、广东省及湖南省
投资金额：五十万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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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净水工程
– 在偏远地区为学生提供洁净饮用水

通过国家、陕西省及延安巿侨务
办协调，侨爱基金与扶轮3450
地区合作，计划在100所学校兴
建净水系统。

扶轮3450地区主要负责从澳洲
进口超薄纳米的过滤系统，以及
培训校内职员工为净水设备进行
维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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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办 / 支持机构：
• 广东省残疾人康复协会
• 广州巿社会工作协会
• 广州巿少年宫
• 广东海燕电子音像出版社
• 广州巿心明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深圳巿南山区关爱特殊儿童中心
• 广东省诠爱家属资源中心
• 广州巿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
• 广州巿越秀区融爱之家特殊儿童服务中心
• 广州巿同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 广州巿番禺区社研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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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亮教室 –广东省孤独症儿童
家长、教师及社工培训

参与扶轮社：20多个
日期： 2016年
地点：广州、深圳及东莞
受众：超过1000人
投入资金： 1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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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亮教室 –广东省孤独症儿童
家长、教师及社工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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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与校同行计划
– 支持学校的伙伴项目

参与扶轮社：35
日期： 2006年起
受众：港澳区43间中学
投入：社员自身专业知识及工作经验

支持学生、老师及学校所需
地点：香港及澳门

模拟立法会会议–增进学生对立法会工作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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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轮与校同行计划
– 扶轮社支持学校的伙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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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奖学金，培育下一代，
为小区发展铺路

参与扶轮社：全部
日期：2015年

得奖同学分享

设立「扶轮香港职训奖学金」， 支
持学生学习，迈向专业发展。 预计
未来数年，此计划能惠及300多名
VTC学生，叫他们能得以 继续发展
其兴趣及专长， 将来回馈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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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青一代的服务

二零一八年一月，获得资金赞助25名年青人前往以色
列考察高科技产业，以及作文化交流。

当中17名年青人由清华大学推介，另外8名来自香港，
部分为香港的扶青团团员。

扶轮青年服务团培育大专学生领袖才能及参与人道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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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年青一代的服务

良师益友计划 - 让学生有机
会直椄向不同领域的导师/专

家学习

透过微电影制作向青年人灌输正面价值观

举办生涯规划博览，与学生分享不同职业
概况，鼓励学生为前途努力

扶轮少年服务团培育中学生领袖才
能及参与人道服务



赈灾扶贫
过去数十年，凡内地出现天灾，
港澳扶轮社员均能在极短时间
内策动暮捐行动或组团亲往灾
区、直接参与协助救灾及灾后
重建等工作。

协助内地推动人体器官捐献与
移植
与国家卫计委合作，建设国际
水平的人体器官捐献体制，及
推广器官捐献讯息。

支持国内教育事业
捐建逾百家希望小学及中学，捐
赠校内设施及设备，设立奖助学
金及交流学习计划，涉及金额数
千万港元。

其他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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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医疗及社会福利
组织、领导或参与各地老弱
伤残健康医疗及福利项目，
捐建医院、卫生院、孤儿院
及幼儿院，捐赠医疗器材，
医护人员专业培训等。

国内痲疯病人支援
为在西南地区患者提供手工艺培训及
自给机会及其他支持，提升家庭成员
教育水平，改善生活环境。

全球灭绝小儿痲痹症计划
积极支持此由国际扶轮及
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项目，
现已到最后冲刺阶段，预
期短期内可宣告计划胜利
完成。

其他服务



其他活动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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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局局长陈茂波先生 (本身是九龙扶轮社
前社长) 参加扶轮论坛

联谊活动



核心价值及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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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谊
• 正直
• 多元
• 服务
• 领导



扶轮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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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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藉增广相识为扩展服务之机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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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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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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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轮四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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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事应先扪心自问：

1. 是否一切属于真实？
2.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 能否促进信誉友谊？
4. 能否兼顾彼此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