節目時間～
～研究論文分享＂誰是敬業者？
旁觀人與當事人視角＂
—台灣師範大學全球經營與策略
研究所 游佳瑜同學
簡述：
 為什麼會做這個題目：1.因為
日常工作職場中，敬業是好事(儒家文化講到敬業是道德跟倫
理的延伸，敬業是對的事情) 2.工作職場被稱讚敬業是好事。
 回顧：之前的研究都聚焦在旁觀者及探討新聞報導敬業的事
情，造就二個缺口：缺少敬業者在工作職場上展現作為、當
事人的現身說法。因此本人的研究，是想知道什麼行為會讓
人認為敬業、當事人心路歷程及為什麼要展現這樣的態度。
 敬業的定義：任何時候只專注在一件事，盡全力而且將自己
的本份做好。這樣的人是一個敬業的人。
 訪談方式：同時訪談２個人(敬業的當事人及旁觀者)，因為
只看一邊資料通常會有偏誤，但單方也各自有優點：訪談旁
邊的人，比自評資料會更準確；而自評可以取得一手資料，
更了解內在的想法。因此，同時搜集這二個資料會讓研究更
有可信度。而訪談不局限產業，在選擇旁觀人時希望在工作
上有一定的表現，推薦出來的人會比較符合敬業的定義。
 我的研究方法採質性研究（主要是探討未知的事情）及紮根
理論（預測及解釋日常當中的行為）
。目前研究階段正在進行
訪談，且有幾個發現：1.發現當事人及旁觀者關注的角度不
一樣 2.同事關係會讓資料更準確。

2021-22 年度中華扶輪捐獻獎章






感謝

冠名捐獻人獎章→PP Bernard、PDG Young
金竹獎章→ PP Hegar(累計捐款$256,000 元)
緋粉獎章→ PP Ivan (累計捐款$300,000 元)
梅花獎章→ P. Ceiling (累計捐款$52,000 元)
普通徽章→ PP Telephone (累計捐款$123,000 元)
PP Leo (累計捐款$149,000 元)
PP Afuku (累計捐款$11,000 元)
PP Yo chih(累計捐款$34,000 元)
Reg (累計捐款$38,000 元)
Window (累計捐款$12,000 元)
Chili (累計捐款$19,000 元)
Bulega (累計捐款$15,000 元)
Longer(累計捐款$33,000 元)
A Ming(累計捐款$13,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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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會名錄
李昱 、鄭宗治
汪譽正、黃安宏
黃建華、陳勉志
林裕煌、黃明健
吳吉利、黃明隆
吳睿綸、趙俊隆
籃健銘、謝伯林
安偉業、蔡志鴻
蕭毅群、吳國璽
孟憲法、周國正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
秘
書
財 務 長
糾察主委
節目主委
聯誼主委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
:
:
:
:
:
:

李昱
鄭宗治
黃安宏
汪譽正
吳國璽
蔡志鴻
安偉業
黃明健

: 鄭宗治

節目：AN

1. 6:30 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2. 聯誼時間－聯誼主委 Window
A. 聯誼報告
B. 頒發生日及結婚週年禮金
3. 頒發 2021-22 年度中華扶輪捐獻獎章—PP Ivan
4. 社長時間－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Jeff
♥ 永浴愛河 ♥
B. 社長報告—Ceiling
◎ PP Camera伉儷～77/3/15
C. 各委員會報告
◎ PP Mark伉儷～81/3/5
5. 社友時間
♪ 生日快樂 ♪
6. 出席報告－Chili
7. 歡喜時間－Bulega
◎ PP Jason夫人～3/8
8. 鳴鐘閉會－Ceiling
◎ Reg夫人～3/13

: 籃健銘
: 蕭毅群
: 趙俊隆
: 黃明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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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捐血活動贊助摸彩品之社友
 Ceiling→Apple Watch*1
 PDG Young→遠東1000元禮券5
份及全聯500元禮券10份
 PP Camera→紫外線淨味消毒蓋
*2
 PP Cab→T1補蟲燈*1
 Borlin→BMW保溫*2
 Noodles→全聯500元禮券2份

四
大
考
驗

◎ Luke～3/17
◎ PP Six夫人～3/20

例會預告
3/28
(一)
4/4
(一)
4/11
(一)

一人捐一物、公益網來服務
～主講人:扶輪公益網委員
PP Jetina
休會
例會暨寶眷聯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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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342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Window
 恭禧 PP Jason 出院了。
 剛剛接獲新社友 Curtain 岳父小中
風。近日天氣變化太大，大家要多
注意身體，有任何不舒服，請儘快
就醫。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地區辦公室來函
 第 202122069 號函—敬請各社繳交
2021-22 年度下半年度地區基金社
員分攤金每位社員 250 元，並於 2
月 28 日前將前繳交。
 202122076 號函—敬請各社繳交
2021-22 年度地區年會基本費用，
每人新台幣 600 元，請依 2022 年 1
月 1 日之社員人數計算，並請於 2
月 28 日前繳交。
各社來函
 菁英社來函，原 3 月 23 日例會，變
更至 3 月 25 日下午 6:00，地點：
花蓮福容飯店。
 東海岸社來函，謹訂於３月９日下
午 6:00 假美侖飯店舉行授證 3 週年
紀念慶典，恭請蒞臨指導。
 蘇澳社來函，第 45 屆授證盃高爾夫
球友誼賽，敬邀踴躍報名參加。
 球賽時間：4 月 16 日上午 11:00
報到；11:40 開球
 球賽地點：礁溪高爾夫球場
 報名即日起至 3 月 31 日止。
 基隆東區社來函，謹訂 4 月 15 日下
午 6:00 假基隆長榮桂冠酒店彭園會
館 3 樓舉行授證 45 週年紀念慶典，
恭請 蒞臨指導。

社長報告～Ceiling

社友時間～

 近日很多猝死的新聞，希望大家注
意保暖。
 歡迎游同學蒞社報告他的研究論
文；也歡迎二位從國外來台灣唸書
的同學。
 恭禧 PP Jason 平安出院。
 祝今天的壽星 Marlon 生日快樂。
 3 月 6 日本社將舉辦捐血活動，屆時
請輪值社友撥空參與，拜託大家。
 4 月 16 日蘇澳社將辦理授證盃高爾
夫球賽，屆時再麻煩主委 Jerry 安
排；3 月 14 日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要與花蓮地區扶輪隊一同前往，也
麻煩主委安排率隊之社友。

Jerry：
 本年度本社參加總監盃 Golf 因為分
了 2-3 種前往方式，有部份社友將
與花蓮地區扶輪隊於 3 月 13 日出
發，請本組社友於當天早上 6:00 在
花蓮球場集合。
 4 月 16 日蘇澳社授證 45 週年 Golf
球賽，請有興趣的社友踴躍報名。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 PP Ivan：
 歡迎 3 位中華扶輪獎學金受獎生今
天與會。也謝謝 PP Bernard、PDG
Young 及各位社友的捐獻。
 中華扶輪獎學金的設立跟本社創立
同一年，當初以贊助到國外唸書的
學生，但現在也獎助台灣本地及到
台灣唸書的學生，表示現在台灣的
經濟還不錯。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Longer：
 上週化仁國中棒球隊已完成捐贈並
登報，篇幅還變大的，對本社形象
具正面宣傳。
 3 月 6 日本社將舉辦捐血活動，在明
禮國小附設幼稚園前，時間從上午
9:30-16:30，目前分為四組，請第
一組協助佈置及第四組協助善後整
理之工作，當天也結合蓮花獅子會
的免費血糖測量及目前正在溝通的
扶少團共同參與，希望讓扶少團團
員了解港區社做服務的意義及早點
體會服務的價值，屆時請各位社友
踴躍參加，目標 300 袋。

PDG Young：
 本人因為怕影響社的出席率而申請
免計，但社費還是比照一般社友。
明年也將擔任副總監，原則上沒有
什麼事，但擔任職務還是訓練會都
要去參加；另７月 1 日將擔任
RYEMT 基金會主委，此基金會主要
是跟國外談交換名額，明年有意願
參與派遣目前近 60 名，本地區只有
15 名。因為疫情，外國學生抵台需
隔離 14 天，因而衍生另外的接待問
題，現在很多國家都將它流感化，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緊張。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2 年前通過來
台灣求學學生可以申請獎學金，但
是由各校提出申請，今年只有 15
名。而今天與會的這２位東華外籍
生將由本社擔任照顧社，本人因為
是基金會董事將與 PP Ivan 一同負
起照顧的責任。話說，台灣地區對
扶輪基金都很支持，但對我們自己
的獎學金卻比較沒有熱度，本人想
安排時間到花蓮其他社去做個說
明。中華扶輪獎學金剛開始是以獎
助清寒來台的僑生，從第 3 屆開始
有國內學生，但以清寒學生為主，
但現在反而以優秀為考量，本人認
為觀念還是要稍微修正。
 一個社團要堅強，除了形象要好，
服務計畫主委也很重要，要做社
區、社會有貢獻的事情，幫助需要

幫助的團體，像化仁國中棒球隊，
這幾年看出他們的成長，比賽成績
是次要，學生將身體練好、把運動
當成他們的興趣，彰顯其目的。
 若有需要本人跟地區、RI 反應的，
大家不要客氣。下屆焦點領域由六
大改為七大(多環境保護)及 RI 社長
是女性。
PP Lunch：
 關於心肌梗塞的話題，個人去年遇
到一個案例，所以很有感＂要早期
發現早期治療，而且有問題一定要
馬上處理。＂
PP Jason：
 原本 2 月 12 日要出發去北部參加一
婚宴，因為東方隊月賽，所以就延
後出發，但打了 3 洞就不舒服，到
第四洞４肢無力，請桿弟叫車把我
載出去，並連繫家人載到門諾，到
院間處於半昏迷狀態，抵院後約 15
分鐘確定是急性心肌梗塞，個人運
氣真得很好，到急診室門口才沒有
意識，且剛好樓上在做心導管手
術，因此醫生馬上進行手術，術後
進加護病房，在加護病房待了 3 天
轉到普通病房，普通病房待 1 天即
返家休養。事後跟主治醫生討論，
他說會發生這種情況跟遺傳、糖尿
病、熬夜、菸癮大、喝酒等都有相
關，
他看
完我
的病
歷後
建議
戒
菸，
當下馬上答應，此次是因為我的一
條動脈阻塞 100%，沒有經驗，時
間有點延誤。另也提醒大家，關於
之前 PP Hegar 的建議～大家找時

間去慈濟檢查心血管狀況。

-捐血活動-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32,000 元
備註：
1. PP Jason 歡喜$3,000 元(感謝這段時
間社友的關心)；
2. PDG Young 歡喜$3,000 元(恭禧 PP
Jason 平安；祝港區社社運昌隆)；
3. PP Bernard 歡喜$2,000 元(抽中社長
獎)；
4. Bulega 歡喜$1,000 元(恭禧 PP Jason
康復)；
5. 統一歡喜【社長$2,000 元、社長當選
人$1,500 元、秘書$1,200 元、出席
及補出席社友各$500 元、未出席社友
各$600 元】。

出席報告～Chili

頒發中華扶輪獎學生 3 月份獎學金

社員人數 46 人
免計出席

3人

Telephone、
EN、Leo

出席人數 28 人
補 出 席 2 人 Paint、Curtain
Hegar、
Camera、
Engine、
Elephant、
缺席人數 13 人 Civil、Afuku、
Genius、Yo
chih、Luke、
Reg、King、
Kuber、Casa
出 席 率
70%

～例會＆活動翦影～

表揚第二季出席百分百↑↓

扶輪知識～以歌唱享受扶輪

出席報告～2344 次例會(捐血活動)
社員人數 46 人
免計出席 2 人 EN、Leo
出席人數 34 人
補 出 席 2 人 Window、Jeff
Hegar、Toein、
Elephant、Yo
缺席人數 8 人 chih、Luke、
King、A Ming、
Kuber
出 席 率
82%

-寶眷聯誼活動-

PP Six 夫人&PP Jason 夫人生日快樂

Reg 夫人生日快樂

自從芝加哥扶輪社創始的第五位社
員哈利.拉格茲(Harry Ruggles)開啟了
例會 唱歌的先例之後，不但使得例會的
氣氛更為輕鬆融洽，也掀起了社員們練
習唱歌的熱潮。而當時哈利.拉格茲首先
領唱的名歌是〈Let Me Call You Sweet
heart〉，也成了扶輪社最早頌唱的歌
曲。
此後，扶輪社員為了要在扶輪例會
中唱歌，經常會相約聚會，一起練習歌
唱。扶輪創始人保羅.哈里斯在 Comely
bank 的住家就經常聚集一些芝加哥扶輪
社的社員，他們總是在起居室裡談天說
地，喝咖啡、品小酒，談理想、聊扶
輪，無所不談。當然興之所至，他們就
會到放置有一台鋼琴的地下樓唱歌，享
受愉快的扶輪生活。
由於扶輪社例會唱歌的風潮興起，
也傳遍世界各扶輪社，而成為扶輪社例
會的 必定節目，因此各扶輪社也在職委
員組織表上正式增添了歌唱主委或 Song
Leader 的職務。
因此，很多扶輪的專屬歌曲也就應
運而生，迄今全世界之公式扶輪歌曲共
有 144 首，其中扶輪社專屬之歌曲有 46
首。首創例會唱歌的扶輪先賢哈利.拉格
茲於 1959 年 10 月 23 日逝世，他生前除
了是芝加哥扶輪社之創社社員之外，也
是另外七個扶輪社的名譽社員。國際扶
輪總部在他肖像下的銅牌上鐫刻著：
「The man who put song in Rotary」。
～截錄台灣扶輪 2022 年 3 月號

-總監盃 Gol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