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新訊息~非洲區域宣布無野生小兒麻痺病毒 

撰文：Ryan Hyland  
世界衛生組織(WHO)於8月25日正式宣布，野生小兒麻痺病毒

在世衛組織非洲區域所有47個國家中的傳播已遭阻止。這是邁向

全球根除小兒麻痺的歷史性且至關重要的一步，全球根除小兒麻痺

是扶輪的頭號優先事項。 

現在非洲區域已無野生小兒麻痺病毒，使得世衛組織六個區域

中有五個區域，佔世界人口的90％以上，現在免於這種疾病侵

襲。但是由野生病毒引起的小兒麻痺症在世界衛生組織東地中海區

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仍然很流行。 

數十年來的成就 

非洲現在找不到任何野生小兒麻痺病毒與1996年的情況形成

了鮮明對比，當時有75,000名兒童癱瘓。那年，在一次於喀麥隆

舉行的非洲團結組織的會議上，非洲國家元首誓言要根除非洲大陸

上的這種疾病。 

自1996年以來，非洲和世界各地無數扶輪社員籌集資金，給

兒童接種疫苗並宣傳疫苗接種，從而使GPEI能夠因應和阻止小兒

麻痺症的爆發。在整個非洲區域提供了超過90億劑口服小兒麻痺

疫苗，估計預防了180萬例麻痺病例。每年，在非洲區域，約有

200萬名義工多次為2.2億名兒童接種了預防小兒麻痺症的疫苗。 

扶輪社員為非洲區域根除小兒麻痺症的工作捐獻近8.9億美

元。這些資金讓扶輪得以發放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獎助金，以資助

根除小兒麻痺的監測、運輸、宣傳運動和全國免疫日。 

挑戰仍在 

GPEI現在面臨的挑戰是要在小兒麻痺疾病從未停止傳染的兩

個國家(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根除野生小兒麻痺病毒。另外，還必須

加強非洲的例行免疫活動，以防止野生小兒麻痺病毒返回。 

全球衛生官員和專家說，持續的籌款和倡導仍然至關重要，這

不僅是為了保護非洲的利益，而且是為了實現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症

的世界的最終目標。 

～截錄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網站之最近消息 

 

 
 

理事會名錄 

黃建華、李昱  
鄭宗治、林聖元 
孟憲法、戴延宗 
陳勉志、林裕煌 
黃明隆、吳睿綸 
蔡志鴻、趙俊隆 
邱政凱、謝伯林 
林志謙、黃明健 
劉悟民、汪譽正 
吳吉利、籃健銘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黃建華 
社長當選人 : 李昱  
副 社 長 : 林聖元 
秘     書 : 鄭宗治 
財 務 長 : 趙俊隆 
糾察主委 : 黃明健 
節目主委 : 謝伯林 
聯誼主委 : 蔡志鴻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李昱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黃明隆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劉悟民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吳睿綸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陳勉志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本社社館(花蓮

市國盛二街103號3樓之2) 

通 訊 處：同上  

電 話：03-8322086 

傳 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節目：Borlin 

1. 6:0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2. 7:0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Bulega 

4. 扶輪知識時間－PP Six 

5.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Noodles 

B. 社長報告－Paint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社友時間 

7. 出席報告－King 

8. 歡喜時間－Window 

9. 社長鳴鐘散會 

 

2019-202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台灣十二個扶輪地區捐款統計 
地區
別 

扶輪 
社數 

社員 
人數 

合計 
名
次 

平均每人 
名
次 

3461 64 2968 5,151,240  1735.09  
3462 64 2569 4,906,400  1909.85  
3470 66 2258 6,472,600 2 2866.52 2 
3481 88 2365 2,676,400  1131.67  
3482 73 2256 3,845,400  1704.52  
3490 100 4923 12,596,950 1 2558.80 3 
3501 84 2667 3,270,000  1226.10  
3502 63 2294 3,563,800  1553.53  
3510 96 3183 3,562,400  1119.20  
3521 54 1748 2,035,600  1164.53  
3522 64 2398 2,461,800  1026.61  
3523 73 2156 6,363,000 3 2951.30 1 

 

3490 地區捐獻前五名 

名次 社名 

１ 
五工社 

2,212,800 

２ 
板橋東區社 

816,200 

３ 
花蓮港區社 

559,400 

４ 
鶯歌社 

550,000 

５ 
三重東區社 

530,000 

~截錄中華扶輪教金會 2019-20

年度會務工作報告 
 

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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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例會預告～109/9/7  

～寶眷聯誼～ 

時間：下午6:30(先開會後用餐) 

地點：老邵(和平店) 



第 2264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Bulega 

 謝謝 Chili 分享兒子彌月油飯。 

 中秋活動訂於 9 月 26 日下午
6:30，今年各位社友及夫人不用動
手，將委外由專人烤肉給大家吃；
另依往例將舉辦摸彩活動，請各位
社友配合樂捐【社友$500 元、理
監事$1,000 元、秘書$1,500元、
社長當選人$2,000 元、社長
$3,000 元】。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Noodles 

各社來函 

 吉安社來函 
1. 訃告～社友康彬 Solar，因心
肌梗塞於 17 日上午不幸去逝，
謹訂於 8月 26 日上午 8:00 家
奠後公奠；設奠處：花蓮市殯
儀館 C 廳。 

2. 函知地區總監公式訪問，請蒞
臨指導。時間：9 月 2日下午
6:10，地點：福容大飯店。 

 美侖山社來函，地區總監 DG 
Brian 伉儷一行訂於 8月 27 日蒞
臨公式訪問，敬邀鈞座蒞臨指導。
時間：下午 6:10，地點：花蓮翰品
酒店 2F 彩蓮廳。 

 東南社來函，函知地區總監 DG 

Brian 伉儷一行訂於 9 月 3 日蒞臨
公式訪問，敬邀鈞座及貴賓蒞臨指
導。時間：下午 6:10；地點：花蓮
翰品酒店 B1香榭廳。 

社長報告～Paint 

 吉安社 Solar 社友是我們的球友與
本人同齡，前二個月還在花工碰
到，他這幾年太陽能工作非常好，
可能太忙於工作，而疏於照顧身

體，很遺憾這個噩耗，已有跟
Bulega 前往市立殯儀館致意。所以
大家不管事業多繁忙，也要多注意
健康，若身體有微恙，一定看去看
醫生或檢查。 

 關於 Ken 退社申請原因，＂忙＂是
其主要理由，但本人認為除了忙
外，主要還是因為沒有參與，缺乏
誘因，我們將引以為戒。也要麻煩
家庭爐邊會的 4 位組長(PP 

Toein、PP Ivan、PP Lunch、
Bulega)多費心。 

 下次女賓夕將於老邵舉行，場地及
菜色都還不錯，希望大家踴躍出
席。 

 上週有到花農拜訪梁校長，也邀請
他到社裡專題報告，當時談及關於
扶少團部份，因本社疏於照顧且菁
英社也有意在花蓮高農成立扶少
團。因此個人想法，將於理事會討
論，扶少團本社是不是繼續輔導？
而對該校原舞社仍會繼續贊助。 

各委員會報告～ 

社員委員會主委：PP Mark 

 上週收到一件令人遺憾的事，Ken

社友送了退社申請書，今天已與社
長、秘書及聯誼前往拜訪，依其說
法是因為事業繁忙，若社友與該社
友私交比較好，再請努力看看。 

 關於新社友入社案，有社友有不同
意見，目前先緩處理。也請社友若
有優秀人選踴躍推薦。 

社友時間～ 

PP Genius： 

 最近去做大腸鏡檢查，因為突然肚
子痛，檢查後確定是長了息肉，約
1.5 公分，還好沒事，醫生建議少
吃紅肉、燒烤、飲食清淡、生活正
常。前陣子本人因為工作關係，現

在比較穩定，也謝謝社長及社友的
關心。 

King： 

 本人因為星期一會帶小孩去逛夜
市，所以偶爾的例會會請假一下。 

PDG Young： 

 我們對不常出席的社友要特別關
心，不要等提出了才去努力，超前
佈署尤其重要。 

 本地區今年減少了 250 多位社
友，是台灣地區最多的。 

 本人始終認為社裡強壯比較重要，
本社傳統很好，以正派做生意的社
友為目標，社員只要認真在本業
上，偶爾缺席也無妨，這樣社才能
愈來愈好。增加新社友不單是社員
主委的責任，建議在推薦新社友，
可採分組方式，對達成之組別，社
長以某種方式鼓勵。另也認為對新
入社的社員要有認養制度，3 人一
組共同關心，這樣不僅容易留住人
材，也對社比較有認同感。 

出席報告～King 

社員人數 41人  

免計出席 3 人 
Hegar、
Telephone、
EN、 

出席人數 26 人  

補 出 席 3 人 
Jason、
Lunch、AN 

缺席人數 9 人 

Leo、Camera、
Toein、
Elephant、
Afuku、Yo 
chih、Luke、
Ken、Bennett 

出 席 率 76.32% 

歡喜時間～Window 

紅箱收入$21,000 元 
備註： 

1. 統一歡喜：社長$1,200元、社長當選

人$1,000元、秘書$800 元、出席社
友(含補出席)各$500元、未出席社友
各$600元。 

2. 服裝不整及早退各糾察$200元：IPP 
Eagle、Window、Chili。 

～活動翦影～ 

 
9 月份生日夫人(Jeff 夫人、Marlon 夫人及

Bulega 夫人)生日快樂↓↑ 

 
 

～扶輪新訊息~ 
2019-20 年度國際扶輪理事會於 2020 年 6 月 8 日及
23-26 日舉行視訊會議。在兩次會議中，理事審核了
14 個委員會報告並記錄了 50 項決議。(重要截錄) 

理事會決議 

 自主性暫停 2020-21 年度的長期交換
（然而，若地區能遵守此處的安全措
施，自 2020 年 10 月 1 日起地區可
以開始短期交換，2021 年 1 月 1 日
起地區可以開始長期交換）。 

保管委員會決議 

 將全球獎助金國際贊助者的出資要求
從 30%降低為 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