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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扶輪社友：
很榮幸能在這2017-18 扶輪年度的第一份地區總監每月通訊向各位問好，我們今年
的年度主題為「扶輪改善世界」。

在扶輪世界中不時也會聽到「扶輪改善世界」。作為扶輪社友，我們每天都在不
同的領域中開展以及持續各式各樣有意義的服務以改善世界。改善世界恰恰是推
動人類歷史發展的能量所在。

我們沒有自滿的餘地，而且也必定有進步的空間。讓我們一起還原基本步，如果
我們在個別扶輪社的層面上、扶輪地區層面上，甚至全世界的扶輪層面上團結起
來，我們真的可以讓所有接受服務的受眾，其生活有著非常重大的改變。

通過各扶輪社的合作和付出，我們可以擴大某些服務項目來增大影響力，從而令
我們的服務成效更彰顯。其實，我們所付出的應該得到更大的曝光率以及吸引更
廣泛的公眾留意。讓我們一起為此努力。

當有著更大的影響力、曝光率及公眾留意程度，這將會幫助我們吸引以致招攬更
多新社友。有更多的社友我們將會有更多的資源去繼續擴大我們的服務，這良性
循環效果將會持續發展，以達到國際扶輪的三個策略性目標。它們分別是：支援
及強化各扶輪社、專注及增加人道服務、增強公眾對扶輪的認識和認受性。

我們可以怎樣做？更具體來說，今年我們將大幅度擴大中國的淨水服務項目。這
絕對是有可能的，因為這個項目已經得到政府以及其他持份者的信任和全力的支
持。所以，將來在中國某些省份學校的淨水系統建設，除了由3450地區的扶輪社
資助外，也會由政府以及海外華人聯合資助。 我們預期在今個扶輪年度中，在中
國境內所建造的淨水系統數目，將會等於過往四至五年間，我們所建造數量的總
和。

為「扶輪改善世界」作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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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響應國際扶輪社長 Ian Riseley 的呼籲：每位扶輪社友都要求在下一個地球日
(2018 年4月22日) 前種植一棵樹，我們將會在香港地區發起一個大型植樹項目。
我期望這除了能為扶輪項目帶來更多的曝光外，也能確切地為香港地區的環保帶
來一些良性影響。

大規模的社區服務項目中，每一項都有一個主辦社和很多支援社，他們亦已經作
好規劃，而地區管理團隊隨時準備推動和輔助這些項目的實施。

國際扶輪社長 Ian Riseley 其中的一個關注點是和平。六個國際和平會議將會由
國際扶輪在全世界六個不同的地點舉行。我們的地區正積極考慮舉辦第一個跨地
區和平會議，希望讓在地區內來自不同城市的年輕人能聚首一堂，聯合去發展新
項目， 例如「如何創業？」、「如何利用創新科技去幫助創業？」、「如何能在
不同的領域去履行可持續性？」及「''服務''如何能達致和平？」

不同的文化交流也是一個有效的方法來推廣和平及和諧。文化交流能讓大家去體
驗不同文化，擴闊他們對國際的認識，以及能幫助建立相互的友好關係以促進和
平。因此，我們有計劃去和不同扶輪地區籌辦文化交流活動。

對於香港以及其他地方的人口老化問題，我們設立了地區健康關注委員會。除了
能補足政府以及私營醫療行業的工作外，其中一項重點項目是我們繼續推廣社區
器官捐贈的工作。這不單止會在香港實行，也會在我們地區的其他地方實行。在
這個如此重要的拯救生命項目上，不斷的優化將更能增強我們地區的曝光率以及
強調扶輪社友所擔當的積極角色。

以上簡單地說明了，我們扶輪能如何改善世界。我盼望「扶輪改善世界」的社長
們能夠提供更多更美好的驚喜。

扶輪資詢中心的同事們會一如以往的邀請各社長及地區職員來提交一些在3450地
區 2017至18年度的扶輪活動簡介、文章，並附上相片。每次提交的截止日期會
在每月的最後星期的下一週五。

馮興宏
2017-18地區總監
國際扶輪3450地區



一個令人難忘的晚上— 地區交職典禮

3

這是全年重要的一個晚上，我們已為這主要活動作
好準備。對那些在去年竭盡心智地為各社及地區服
務的社長們說聲謝，同時亦對準備悉力以赴的候任
領袖們表示鼓勵。

2017年7月8日(星期六)的地區交職典禮，一如過往地
壯麗和使人興高采烈。由各社社長組成的團隊與各
位社友、嘉賓和朋友分享了他們對本扶輪年度的抱
負和目標並承諾通過今年將會舉辦的服務來達到
「扶輪改善世界」。

超過800名扶輪社友、貴賓和朋友參與了交職典禮。
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教
授，JP 作為主禮嘉賓。她的蒞臨和具啟發性的演說
為我們 3450地區新的扶輪領袖們帶來鼓舞。來自香
港警察樂隊 和油麻地街坊會學校合唱團的豐富表演
正是該晚的亮點。

2017-18年度地區交職典禮籌委會主席陳泓斌對地區
總監馮興宏表達謝意，特別是地區總監對他的信任
和支持。另外，亦感謝各籌委會委員及顧問們的付
出。 他說道：「再次恭喜我們的地區總監馮興宏、
我們地區領袖們以及各社的社長們接任重要的職位。
祝願各位在服務社區及宣揚扶輪精神上都能做到最
好。」

當晚壓軸環節是頒發地區奬項，恭喜所有上台接受
榮譽的社長和地區領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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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贈者承諾捐獻12億美元來根除小兒麻痹症

全數案件 2017至今 2016至今 2015全年 2014全年

全球 8* 37 74 359
- 在風土病國家 8* 37 74 340
- 在非風土病國家 0 0 0 19

野生1型脊髓灰質炎病毒和疫苗衍生脊髓灰質炎病毒案件

*代表3宗在巴基斯坦的案件及5宗在阿富汗的案件

如若知道更多資訊，請瀏覽 www.endpolio.org/

小兒麻痺症小組委員會主委鄭瑤璋前地區總監報告

在2017年6月12日，在美國佐治亞州亞特蘭大市，全球的領袖和主要捐款人都出席了國際扶
輪會議。超過20,000名扶輪社友肩並肩地承諾竭力協助根除小兒麻痺症，並承擔了12億美元
經費，以便能在全球根除此症。

這筆額外經費會納入疾病監控、爆發後的應急之用，以及在每年為超過4億名小朋友接種疫
苗。若能實現，這些社友歷史性的承諾，將會顯著的支援了一共需要總額達15億美元的經費，
以便能在全球完全根除小兒麻痹症。在2017年，只有8宗源於野生型病毒的小兒麻痺症的報
告。

延伸閱讀: https://www.endpolio.org/world-pledges-more-than-1-billion-to-end-polio

阿富汗：上星期沒有野生1型脊髓灰質炎病毒（WPV1）案件報告。2017年全體WPV1案件數
量維持5宗。最近一宗在阿富汗的案件在6月19日發生，地點為坎達哈，患者癱瘓。

巴基斯坦：上星期有一宗野生1型脊髓灰質炎病毒（WPV1）案件報告，令2017年全體WPV1
案件數量共致3宗。這是巴基斯坦內最近期的案件，在6月11日發生，地點為俾路支省的基拉
阿布杜拉縣，患者癱瘓。

尼日利亞：上星期沒有野生1型脊髓灰質炎病毒（WPV1）案件報告。2016年全體WPV1案件
數量維持4宗。最近一宗在尼日利亞的案件在8月21日發生，地點為博爾諾州的Monguno Local
Government Area (LGA)，患者癱瘓。

2017年7月27日 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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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吸引在蒙古國的扶輪社友去幫助建立一個公平的器官捐贈基本建設，國際移植學會在7月
8日的下午，即世界器官移植會議的第一天作為「扶輪社友遺體器官捐贈論壇」。在助理地區
總監Boldbaatar的大力支持下，超過50名扶輪領袖和蒙古國的扶輪社友參與了這論壇。

有一點值得留意是自2010年起，國際移植學會一直提供技術意見予中國，幫助建立公平的器
官移植、 分配和捐贈等的基本建設，並以國際標準為指標。

在2012年，時任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到訪香港和向3450地區的一眾扶輪社友尋求協作，
推廣在中國新建立器官捐贈基本設施。3450地區與中國衛生部部長簽署了一份時期橫跨三年
的工作協議，其後我們的扶輪社友努力促成了第一個網上器官捐贈者註冊網頁
www.savelife.org.cn的建造和發行。

在扶輪社友論壇，前助理地區總監Enkhtuya發表了歡迎詞及介紹了國際移植學會的主委Prof.
Nancy Archer、前主席Prof. Phil O’Connel、韓國器官移植學會主席Prof. Curie Ahn和前地區總
監王國林--也是本論壇的講者。前地區總監王國林的報告是關於扶輪社友在器官捐贈所能擔
任的重要角色，他也與台下觀眾分享了我們的工作，特別是如何在香港和中國大陸推廣器官
捐贈。

我們蒙古國的扶輪社友熱情地回應，對於有機會來幫助建立公平的器官移植和捐贈的基本建
設感到鼓舞，因為這定能救助大量蒙古國人的性命。當助理總監探訪蒙古國各社時，器官捐
贈議題 應出現在會議議程裡。當蒙古國的各扶輪社有了巨大的網絡和資源，扶輪社友應能在
「器官捐贈上改善世界」。

鼓勵在蒙古國的器官捐贈— 前地區總監王國林

7月8日在烏蘭巴托舉行了器官捐贈論壇。在蒙古國，超過600名病人都需進行洗腎治療，更有
很多病人患上末期腎病或心臟衰竭，他們唯一生存的機會就是接受器官移植。

很多人都在等候器官移植期間死亡，所以蒙古國有極大的器官捐贈需求。現時在蒙古國，只
有活體器官捐贈，而遺體器官捐贈仍未立法。遺體器官捐贈能增加移植器官的供應， 因為一
名遺體捐獻者的器官能一次過滿足八個病人的需要。蒙古國議會最近通過了主動立法監管器
官移植及捐贈。這個期待已久的法案預期會在本年度議會的後期通過。

國際移植學會，最歷史悠久及最有影響力的國際器官移植及捐贈組織正把握機會幫助蒙古國
建立公平的遺體器官捐贈。另外，也盡他們的責任發佈了「伊斯坦堡器官走私及器官旅遊宣
言」。國際移植學會及蒙古國器官移植學會一起在蒙古國的烏蘭巴托舉行了第二屆世界器官
移植會議 (ICOT)。這次醫學會議的主題是「強化器官移植的人力資源」。

7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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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社一直致力培養人才，而扶輪話劇比賽2017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吐露港
扶輪社主辦，教育局及中英劇團協辦的頒奬典禮就可以見證到。在一眾教育家的
協助下，扶輪話劇比賽2017在7月11日於上環文娛中心舉行。

超過30隊由中學及其他組織隊伍，在第一回合的比賽中展示出他們的演技才能，
而五隊最優秀的隊伍就可以進入決賽。中英劇團的藝術總監古天農先生，資深播
音演員羅嘉玲女士，洪宏道前地區總監，都被邀請成為評判團成員。他們都認為
決賽隊伍的表演給他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北京科技學院的藝術隊伍也被邀請作女
高音演唱，同時也表演了「八手聯彈」。

古先生給予各位參賽者一段很有啟發性的結語，也對所有參賽隊伍給予寶貴的專
業意見， 對香港的未來話劇演員有著很珍貴的鼓舞。

扶輪社呈獻「學生奧斯卡」—吐露港扶輪社

7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首個地區管理委員會會議於2017年7月11日於扶輪資訊中心舉行，仍由地區秘書李德利前社長
為召集人，並由馮興宏地區總監致歡迎辭。七個分區的助理總監、六名來自地區秘書團隊的
社友，再加上何汝祥地區總監當選人、鄭鶴明地區總監提名人和一眾地區委員會主席都出席
了這會議。

杜偉強前地區總監報告了一項重要發展，關乎所有本地區的扶輪社友---為了回應國際扶輪所
定下的新規條，一個新的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架構將會組成。當組成了新的架構，一項特別
的決議將會被提出，並且由所有3450地區的扶輪社投票決定。鄭瑤璋前地區總監介紹了新的
文化交流委員會，並且報告了主要活動。方奕展前地區總監報告了 “無名英雄”的籌款活動
及有關社員發展委員會的新動向。王仲熹前地區總監談及扶輪社區服務團，並呼籲各扶輪社
都考慮成立。而楊宗謙前地區總監則解釋了健康委員會的功能。陳澤華前地區總監則提供了
一些有關基金捐獻的更新以及有關來年補助申請的安排。

各助理總監也報告了所屬分區的重要項目及活動，以及回顧了一些去年的重要地區活動。他
們也報告了重要的地區項目和一些有趣的聯誼活動。地區總監已安排在八月尾到訪蒙古國。
地區秘書團隊正忙碌地安排地區總監在九月和十月到訪香港和澳門的各社，而仍然有分社將
在七月和八月舉行交職典禮。

總的來說，這是一個豐富的會議，尤其會議覆蓋大量議題。會議過後，我們安排了一頓聯誼
晚餐，當夜所有人都十分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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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聯合社長會議

首次社長聯合會議在2017年7月25日，2017-2018扶輪年度的首次社長聯合會議於銅鑼灣紀利
華木球會舉行。首次會議共有逾76名參加者，包括地區總監馮興宏、前地區總監、地區總監
當選人、地區委員、 社長、前社長和各社長委派的代表。來自61個分社的社長及代表們，皆
與同座的「同學」及 地區委員享受友誼。致開幕詞後，地區秘書 (委員會) 李德利前社長召
開了社長聯合會議召集人的選舉。最終，組成以下的聯合社長會議的核心團隊：

召集人: 蘇豪香港扶輪社朱漢威社長
快活谷扶輪社莊君如社長
九龍西區扶輪社黃德強社長

祕書 : 港京扶輪社馮芷賢社長
九龍北區扶輪社梁媛雯社長

司庫 : 香港都會扶輪社黃楫光社長
太平山扶輪社區雋社長

朱漢威社長在選舉後，即以召集人的身份主持會議。馮興宏地區總監和地區委員分享並宣傳
了近期的地區項目及活動。張宇靈社長、何百全社長和周力行社長亦藉此機會宣傳他們別具
意義的服務計劃。同座的社長都分享了意見，對更有效率地安排社長聯合會議提出看法。會
議於晚上9:40分完結，緊接著友誼活動。我們很期待未來豐盛的一個扶輪年度，攜手改善世
界。

朱漢威社長
社長聯合會議召集人蘇豪香港扶輪社(20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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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引入社員
2017/18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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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員發展在扶輪社中經常都是重要的議題，所以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在每年的曆程表中均
為重要的活動。尤其八月是扶輪年度中的「社員擴展」月份。

今年的地區社員發展研討會於七月最後的一個星期六(7月29日)舉行。活動目的是於社的層面
上，對於社員發展活動給予支持和鼓勵。這亦為與會者提供一個機會，啟發及分享其對扶輪
社社員增長的意見。為各社友度身訂造的半天研討會，少不了香港富豪酒店滋味的早餐和輕
盈的自助午餐，共78名社友參與其中。

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席方奕展前地區總監，為「社員增長及維持策略」作出簡單的介紹，從數
年前的扶輪年度中提供了數字上的更新。他亦提出了數種方法以便更策略地、彈性地推廣各
社社員發展及於社內如何建立創新文化。前地區總監亦介紹了公司社友制的試行模式，而地
區社員研討會主席何燕珊副地區秘書提供了按步的指引，指導大家如何贊助及創立一個衛星
扶輪社。

何汝祥地區總監當選人帶領的「吸引新社員策略」環節中，實在是豐富及具互動性。他向大
家強調了不要害怕邀請潛在社員加入扶輪社。彭志宏前地區總監對於「最佳吸引新社員的方
法」分享了些有用的錦囊，他的環節邀請了各人發問，直到午膳時段。彭志宏前地區總監建
議我們運用扶輪工具及資源去理解社員離開各社的原因。地區社員研討會副主席周基業助理
總監以簡單的結語總結整個環節。

全體參與者都很珍惜於研討會的每一刻討論，他們捧著手中盛著美食的碟子及咖啡，回到會
場繼續參與環節，方奕展前地區總監隨即帶領15分鐘的問答環節。方奕展前地區總監在下午
1時為是次研討會作總結，衷心感謝一眾參與者並希望他們能傳達當天研討會的信息予所有
社友。

7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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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翅高飛教育計劃 – 來自吐露港扶輪社

於過去兩年得到教育局的全力支持，每年的全港校際
「無人機」比賽都吸引了超過100間中學隊伍參加。這
個比賽不但鼓勵參加者對未來無人機應用的發展提供
創新意見，更加給予他們機會，於指定項目或任務中
親自動手設計自己的無人機。

即將舉行的第三屆全港校際「無人機」比賽將會於10
月7日早上10時於香港城市大學舉行。我們期待能於當
天見到你的出席支持。

為了進一步推廣這項創新的科技，我們很高興地首次
向公眾展示：大埔白鷺湖互動中心STEM/AERO培訓基
地。

在培訓基地舉行的開幕典禮中，我們準備了一個無人
機飛行表演，由學生們及一隊專業團隊於香港獻出他
們的首次表演。如此獨特的展示方式成為了當日的高潮，亦獲得了各方的高度關注。參加
者亦渴望於未來無人機規管上能得到答案，以解決現時公眾對於安全及隱私上的擔憂。

在此特別感謝馮興宏地區總監及洪宏道前地區總監的全力支持，一眾地區領袖包括吳偉明
地區秘書、朱漢威社長兼副地區扶青主委、蒙兆怡前社長兼扶輪與校同行副主席。我們亦
感謝新界扶輪社陳雅莉社長、新界扶輪社嚴偉豪侯任社長和其他社友。

有意對此具教育性的項目給予贊助及對於培訓基地有興建的扶輪社，歡迎聯絡吐露港扶輪
社。我 們希望藉此增強各社的關係並獲得支持，以贊助大學及中學各個團體。我極感謝及
欣賞地區總監的建議，讓我們可以透過配對基金從各位社長中得到資金贊助。

我們將對你的支持表示感激不已，盼能在八月底前從你們中得到1000美元贊助。

7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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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訓練明日領袖

在2017年7月29日，地區扶少訓練活動於香港大學明華
綜合大樓1號演講廳舉行。當天，逾百名扶少團員、教
師顧問、校長、扶青團員和扶輪社友出席當天的訓練
硏習會，當中包括馮興宏地區總監、洪宏道前地區總
監、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黃世生首席地區秘書和其
他地區職員出席參與訓練活動。

由2016-17地區扶少委員會副主委領唱扶少頌後，賴振
鴻前社長地區扶少委員會主席擔當司儀一職，委員會
委員黃清敏剛卸任社長正式介紹活動。 馮興宏地區總
監為當天首席講者。他首先獻唱了扶輪版本的You
Raise Me Up，並與一眾參加者分享了有關青年發展及
扶少團在參與社區服務上的經驗。

我們誠邀政府統計處鄧偉江處長為當天的嘉賓。 他分
享了一些與統計學相關的趣事以啟發觀眾。

何汝祥候任地區總監則分享了他的扶輪生活點滴。 林
振志創社社長則講述他由扶少團到扶青團的心路，以
及從扶青加入到扶輪的歷程。香港大學學生會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長則與一眾參加者分享香港大學學生會扶
輪青年服務團的事宜。

在享用茶點後，蔡永強前社長地區青年委員會副主席
及前地區扶少主席及梁穎雯剛卸任社長地區青年委員
會委員講及了「甚麼是扶少及如何運作」。2016-17年
度地區扶少代表分享了他在扶少團及地區扶少委員會
的經驗。 地區扶少團隊亦分享了他們在基督教香港信
義會元朗信義中學扶少團的服務工作。曾璧山中學扶
少團的顧問老師講述從創立扶少團其間所帶給他自身
及同學們的挑戰，深情的分享觸動並啟發了各參加者
們。最後，特別嘉賓洪文正前社長亦分享了與年輕人
相處的經驗。

在此，特別鳴謝香港大學學生會扶輪青年服務團為我
們預訂場地，提供接待桌、茶點、燈光、音響控制及
舞台設備。

在此總結，是次活動可以稱為扶輪社友和扶青團員之
間的突破， 共同合作以致力於一個較大型的訓練活動，
令扶少團、 老師顧問和社友們皆從中獲益。

7月 2017地區總監每月通訊



2016-2017年第七屆沙田學生大使計劃

沙田學生大使計劃是集合了政府部門、社福機構、青年組織以及地區領袖的全方位支援計劃，
為參加者提供優質的培訓，讓他們能策劃及推行有意義的社區服務，藉此培育同學關愛社區
及參與社會服務的精神。

學生大使在專業社工的培訓下，舉辦義工服務活動。活動完成後各校學生大使會應邀參加分
享會，分享活動心得，以及與其他學校進行交流。與此同時，評判會為各組評分，並於閉幕
禮上，頒發各項大奬。

第七屆沙田學生大使有別於以往，今屆我們再進一步，把義工服務的種子帶到小學，並邀請
中學義工一同參與，以共融為主題，設計不同活動。區內參與的小學共12間，中學則有4間，
合共培訓義工人數多達180人。大會更設計了SHA SHA及TIN TIN作為沙田學生大使的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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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山扶輪社交職典禮
2) 啟德扶輪社交職典禮
3) 荃灣扶輪社交職典禮
4) 香港金紫荊扶輪社交職典禮
5) 香港城北扶輪社交職典禮
6) 香港西北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7) 銅鑼灣扶輪社交職典禮
8) 葵涌扶輪社週年晚宴
9) 香港華語扶輪社交職典禮
9) 半山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10) 快活谷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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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九龍東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13) 九龍西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14) 港城西北扶輪社交職典禮
15) 港匯扶輪社交職典禮
16) 半島南扶輪社交職典禮

17) 澳門西望洋扶輪社交職典禮
18) 香港西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19) 香港添馬網上扶輪社交職典禮
20) 香港金融中心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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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觀塘扶輪社交職典禮
22) 九龍塘扶輪社交職典禮
23) 新界扶輪社交職典禮
24) 大埔扶輪社交職典禮
25) 半島扶輪社交職典禮
26) 愉景灣扶輪社交職典禮

27) 金鐘扶輪社交職典禮
28) 香港東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29) 蘭桂坊扶輪社交職典禮
30) 香港旭日扶輪社交職典禮
31) 香港南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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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九龍扶輪社交職典禮
33) 葵涌扶輪社交職典禮
34) 半島旭日扶輪社交職典禮
35) 九龍北扶輪社交職典禮
36) 尖沙咀扶輪社交職典禮

37) 吐露港扶輪社交職典禮
38) 沙田扶輪社交職典禮
39) 香港海景扶輪社交職典禮
40) 九龍金域扶輪社交職典禮
41) 蘇豪香港扶輪社交職典禮
42) 中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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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香港海港扶輪社交職典禮
44) 香港東北扶輪社交職典禮
45) 大嶼山網上扶輪社交職典禮
46) 香港都會扶輪社交職典禮
47) 友誼扶輪社交職典禮

48) 灣仔扶輪社交職典禮
49) 港京扶輪社交職典禮
50) 3450區網上扶輪社交職典禮
51) 香港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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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澳門中區扶輪社交職典禮
53) 星光大道扶輪社交職典禮
54) 九龍東北扶輪社交職典禮

55) 松山扶輪社交職典禮
56)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交職典禮
57) 深圳扶輪社交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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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 扶輪社 平均出席率

1 澳門中區扶輪社 92.00%

7 半島南扶輪社 86.40%

1 澳門西望洋扶輪社 84.10%

2 君域扶輪社 79.00%

4 香港海景驕陽扶輪社 76.24%

6 葵涌扶輪社 75.00%

2 中區扶輪社 71.88%

4 香港城北扶輪社 68.00%

5 香港西區扶輪社 65.00%

6 新界扶輪社 60.00%

10個出席率最高的扶輪社

即將舉行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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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探訪蒙古

2017年8月22日至28日

聯合扶少團
就職典禮

2017年11月4日

公共形象工作坊

2017年9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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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之友服務日和
聖誕節聚會

2017年12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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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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