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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四年十月二十二日 

第 19 卷第 9期 

第 928 次例會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第 2-3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s:Every Thursday 6:30pm 

Add:1F.,No.32-2,Aixin Rd.,Tali 

Dist.Taichung City 412,Taiwan 

Tel:886-4-24070672  

Fax:886-4-24071295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5 

例會時間:每星期四下午 6:30 

 

本週例會 10 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6:0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節  目: Star 會議~~~~扶輪史話 

    主講人:前總監 林伯龍  Doctor 

    

2015-2016 年度理事 
劉顯彰、劉憲隆、詹順偉
曾復興、曾建忠、張明選
蔡秋明、廖欽烱、何應欽
胡開化、邱仕銅、廖繼鋒
黃承偉、曾文義、施澧羽

社 長：劉顯彰  副社長：曾建忠 秘書：劉憲隆  會計：邱仕銅 糾察：黃承偉

社 務 行政主委：曾建忠
社員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服 務 企劃主委：曾復興
扶 輪 基金主委：廖欽烱
公關委員會主委：詹順偉

節目主委：葉仲任
出席主委：陳威岳 
聯誼主委：鐘錦坤 
社刊主委：廖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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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ARCH 社長的話 

十月底的天氣已不再汗流浹背，可以好整以暇的專注身邊的人與

事，交換學生葉錦呈(Jake)在接待家庭耐心的安排之下，很遺憾仍無法

完成學程，也將此事件的處理過程報告與的地區委員會。月初在 Car 的

廠區進行了喬遷與扶輪家庭的聚會，祝福他事業蒸蒸日上與家庭幸福美

滿。社友鄭宇宏 Michael 於高堂葬禮後捐出奠儀且自掏腰包以整數新台

幣十萬元整回贈給社裡，做為社區服務專用款，謹代表大里國光扶輪社

向他與夫人致謝。 

下個月的幾個大型活動陸續展開，十四日晚上的十二強國際棒球賽、 

二十一、二十二日於嘉義的三社聯誼，請社友把握最後幾天的報名時

間，與秘書或助理秘書接洽，與嘉義中區社、台北南海社還同時進行大

埔國小的捐書社區服務，也請利用最後的有限時間將家裡的書籍整理轉

贈。 

今晚的 STAR 會議請到了扶輪經歷豐富，且仍孜孜不倦於各項扶輪志

業，在百忙之中仍撥空擔任主講人的 PDG Doctor 林伯龍，也謝謝 Jim

主委的陪同，帶給各位社友豐富的扶輪資訊與扶輪知識，很慶幸兩年的

的地區畫分我們仍在同一地區，也感謝他的熱心參與展開我們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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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AR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 2016 首爾國際扶輪年會2016 Seoul RI 

Convention 將於2016年5月28日~6月1日在韓國首爾KINTEX 展覽中

心舉行。 

說明： 

1、2016首爾國際扶輪年會將於2016年5月28日-6月1日在韓國首爾

Kintex展覽中心舉行，為提供本地區社員、寶眷多樣化組團行程，

特請雄獅旅遊及台中南區社之旅遊業社友業信旅遊規劃行程，敬

請參考選擇合適之行程。行程日期統一從5月27日至5月31日共五

天，並請填寫調查表回傳至總監辦公室，以利彙整安排行程。 

2、RI初步公布之首爾國際年會議程如附件三，供各社友選擇行程參

考。 

3、首爾國際年會網站連結http://www.riconvention.org/en/seoul。 

如欲前往尚未註冊之社友，請儘早於12月15日前註冊，可省下US$65

之註冊費，過了明年3月31日再註冊，就得多花US$130之註冊費。 

4、謹此函知，敬請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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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1月21、22日(星期六、日)舉行秋季旅遊、三社聯誼暨職業參觀，

請社友、夫人、小扶輪踴躍參加 

行程: 11/21(六)上午10：30 整三社集合於嘉義棕櫚湖高爾球場 

(1)打球社友~上午11：00開球時間 (供午餐，球場相關費用自理) 

※請於下午 6：15 前抵達歐都納山野渡假村。 

(2)沒打球社友~ 

A. 10：30 半天岩祈福步道健行。(不健行的社友暨寶眷附近走走

或至本社游宜凱Ohara 社當府上泡茶和參觀茶樹園(社當府上

也是在紫雲寺旁)。 

B. 12：00 午餐-萬里香土雞城(嘉義縣番路鄉下坑村北勢5 號之1) 

C. 13:30~15:00出發至大埔歐都納山野度假村(CHECK-IN) 

D.15:30~17:00分組活動—大埔農情館 

   1.情人公園及湖賓公園漫步，當地生態及植物介紹和採椰子的

樂趣 

   2.DIY—木瓜粿及六位原住民唱歌跳舞和搗麻糬，體驗親自動

手做各項DIY的樂趣 

 (3)18:30~19:30三社聯合例會~~~頒高球獎、捐贈大埔國小圖書儀式 

19:31~22:00大會餐 

住宿地點-1.歐都納山野渡假村(嘉義縣大埔鄉大埔村202

號;05-2521717) 

              2.松竹梅民宿 

11/22(日) 7:30~8:30活力早餐活動 

9:00~11:00曾文水庫搭船遊湖 

11:00~11:30 CHECK OUT 

          11:30~12:10大合照(歐都納盧森會館餐廳) 

          12:20~14:15午餐 

          14:15歡送貴賓北返  珍重再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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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27 次例會，10 月 18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2 位    2.出席人數:  53  位   3.出席率: 85  %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 第 922 次例會 9 月 10 日歡喜:劉顯彰 1,000 元、劉憲隆 500 元、 

詹順偉 300 元、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

廖欽烱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

周國昌 300 元、葉森雄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李楨祥 300 元、

鐘錦坤 300 元、胡開化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施澧羽 300 元、

詹振忠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陳威岳 300 元、

陳茂煒 200 元、許晁偉 300 元、來賓台中松竹社徐國雄 1,000 元、

烏日社阮仁川 500 元、劉書宏 2,000 元，共 11,700 元。 

二、 第 926 次例會 10 月 8 日歡喜:劉顯彰 1,000 元、劉憲隆 5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

張明選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

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廖朝南 300 元、吳宗隆 300 元、

李楨祥 200 元、鐘錦坤 300 元、康賜鑫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

黃志豊 500 元、陳威岳 300 元、許晁偉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

蔡政憲 300 元，共 7,700 元 

三、社友鄭宇宏捐款$100,000 元入一般歡喜。 

COPPER 會計報告 

一、請社友繳交 2015-16 年上半年度社費，社長:45,030 元、秘書:36,154

元、副社長:38,962 元、理事:35,158 元、社友 33,890 元，以利社

務推動，謝謝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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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 名:臺中市大里國光扶輪社   三信商業銀行南門分行 147 

帳 號:09-2-0065338 

JAMEI 節目主委報告 

一、下次第 929 次例會於 11 月 7 日下午 6:50 假全國大飯店 B1 國際廳，

舉行大里中興社授證 19 週年慶典暨聯合例會，請社友準時出席。 

二、11 月份節目表如附件 

JAMES 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踴躍推薦優秀青少年報名參加明年一月舉辦的

『RYLA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訓練營』，詳見說明，惠請轉知查照。 

說明：  

1、本地區訂於明年一月舉辦『RYLA 扶輪青少年領袖獎訓練營』，

其目的在於培養青少年的領導能力、優秀的公民素質以及溝通

協調能力，並激發服務熱誠。 

2、活動時間 : 2016 年 1 月 24-25 日(星期日、一)，兩天一夜。 

3、活動地點：西湖渡假村(苗栗縣三義鄉西湖村西湖 11 號)。 

4、主    題：世界咖啡館、青少年高峰會  

5、報 名 費：每人 NT$3,200 元(每社應繳 NT$3,200 元，可抵一

人報名費)，歡迎各社多多推薦優秀青少年報名參加。 

6、交 通 費：每人 NT$500 元(安排交通車來回定點接送，有需

要者才繳付，並請上網登記)。 

7、報名方式： 

1.自即日起，一律採用網路報名，請欲參加之學員先取得推

薦社之認可，再自行至 RYLA 官方網站

http://rwd.myqr.com.tw/RWD/Action/tw-1341 ，依序填入相

關必要資料；無法上網者，得請推薦之扶輪社代為上網報

名。所有報名之學員，皆須經由推薦社之認可，並由各社

於報名截止日前統一繳費，始完成報名手續；相關匯款單

及推薦學員名單，請傳真或 e-mail 至總監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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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報名日期：自即日起至 2015 年 11 月 30 日止，一律採通訊

報名。報名費與交通費一起匯款，繳後概不退費。 

3.參加人員：限 14 至 18 歲，名額以 400 人為限，依報名先

後優先錄取，額滿為止；近年來報名踴躍，請各

社提早報名，以免向隅。 

 8、繳費方式： 

 1.匯款銀行帳號如下： 

戶名：邱世文 林子焮 

銀行：聯邦銀行豐原分行   銀行代號：803 

 帳號：069-50-1009782 

2.開立支票： 

支票抬頭：邱世文 林子焮 

郵寄地址：420 台中市豐原區自成街 51 號 1 樓 

收 件 人：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5-2016 年度總監邱世文 

電    話：04-2527-0255； 傳真：04-2527-5938 

E-mail ：3460dg1516@gmail.com；聯絡人：呂淑蘭 Rita 

9、相關之安全守則、營規約定書、報到單、交通車接送登記表及活

動內容，將公佈於 RYLA 網站，請上網瀏覽。 

10、有關 RYLA問題，請洽詢地區RYLA主委林子焮(豐原西南扶輪社)， 
          手機：0917-885-889；E-mail：simmons885@yahoo.com.tw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外籍學生參訪九天民俗技藝團一日遊，請貴社通

知所接待之外籍學生務必出席參與，函請參照。  

說明： 

1、 經本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十月份會議，決議辦理「外籍學生

參訪九天民俗技藝團一日遊」，讓外籍生能有體驗民俗藝陣文化

的機會，請貴社通知所接待之外籍學生務必出席參與，活動行程

表與注意事項詳如《附件一》，請各接待家庭家長準時將學生接

送至指定地點集合並接回。 

※集合時間：104年10月25日(星期日)上午09:00準時集合。 

※集合地點：九天民俗技藝團(地址：台中市大雅區忠義里清泉路

99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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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此活動為地區活動，請各接待社於10月16日(五)前協助接待學

生上網(網址：http://goo.gl/forms/nmeP5zaJi7)填寫回函表，學

生若因故未能參加本活動請接待社務必事先出具證明向地區RYE委

員會請假。 

3、 參加活動前，請貴社RYE輔導人員告誡外籍學生必需遵守RYE各項

規則與參與本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學生若違反規定將請接待家庭立

即接回並且取消下次活動參加資格。 

4、 若有疑問，請E-mail聯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電話：04-2223-3460 ‧傳真：

04-2226-3460)；或助理Maíz簡小姐

(E-mail:d3460yep.af@gmail.com)。 

5、 函請查照辦理。 

專題演講 

【講題】【 Star 會議】━扶輪史話 

【主講人】前總監 林伯龍 Doctor    

【學經歷】中山醫學大學醫學研究所               

【現任】國際扶輪 10B 地帶助理扶輪協調人 RI Z10B ARC 

台北格坤貿易有限公司 

彰化上林外科眼科診所 

IARU R3 Liaison officer (Taiwan)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19 屆 10 月份理事會會議紀錄 

壹、日期：104 年 10 月 3 日(星期六)下午 8:00 

貳、地點：社友邱仕銅 Copper 公館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0 人、缺席  5  人 

    劉顯彰、劉憲隆、蔡秋明、曾復興、張明選、廖欽烱、詹順偉 

   邱仕銅、胡開化、黃承偉 

肆、列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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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 9 月份收支明細  

決議： 照案通過 

二、請通過第 930 次例會原 11 月 12 日變更為 11 月 14 日於洲際棒球場

與扶輪之子,扶青團觀看 12 強棒球賽中華隊與古巴隊比賽的扶輪日

活動每人含晚餐五百元計 100 人合計新台幣五萬元支出 

決議：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原第 931 次例會原 11 月 19 日變更為 11 月 21、22 日秋遊、

職業參觀暨三社聯誼、女賓夕活動 

決議：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社區服務案:與嘉義中區社聯合舉辦捐贈圖書活動~嘉義縣大

埔國小至 10 月 25 日止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原 11 月 26 日第 932 次例會變更為 11 月 28 日(星期六)分區

捐血活動，活動經費:5,000 元, 地點:大里大買家前捐血車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新社友蔡政憲 HUMAN 入社案 

決議：照案通過 

柒、臨時動議:無 

捌、散會 

每週扶輪思索~~第 103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家庭領袖從小培養。 

依 2003-04 年度國際扶輪社長獎 PresidentialCitation 規定，每

個地區總監及扶輪社都必須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 Family of 

Rotary Committee，才能競逐。這項計劃旨在鼓勵扶輪社及地區多邀

請社員配偶、小孩，還有已故社員的配偶參加扶輪活動，並在危難之

際對社員及家人伸出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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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扶輪社更有家的感覺，不僅可以留住優秀社員，吸引新社員，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說還能「凝聚全球扶輪社員成為共同體的情

感」。 

國際扶輪期盼各扶輪社委員會設計以家庭為中心的計劃及活動

外，還希望能促成他們共同合作，進行扶輪地區規模的社區服務計

劃，參與成員將包括扶輪社員及家人。密西根伊斯藍辛(East Lansing)

扶輪社瑞曼說：「看看進行的如何，我們也在考慮籌組一個可以讓家

中帶更多成員一起參與的國際計劃。」 

扶輪家庭可以共同參與的機會本來就不少，只需要簡單的一步：

善加利用。例如，曼瑞兒子柏克和同學在去年 10 月參加聯合國兒童

基金會(UNICEF)不給糖就搗蛋(Trick-or-Treat)活動，為根除小兒痲

痺募款募得了 1200 美元。她說：我們扶輪社並不引導指揮他們，而

是我們知道訊息後，邀請孩子到我們會議上討論。 

將來，我們可能協助當地學校加入，為有需要的活動來募款。」

瑞曼相信帶有強烈服務性質的活動最能吸引扶輪社員家庭參與，她

說：「有小孩的家庭尤其許多選擇可以做『有趣』的事，可是如果家

長說：『嘿，這活動對我小孩來說也可以是一個真正學習的經驗』的

話，那麼他們就更有可能加入扶輪。如果他們體認到加入扶輪能為家

裏帶來一些收獲，而不是遠離家庭忙碌不休，那麼他們就會想參與。 

國際扶輪前社長馬奇約伯十分重視家庭。他在 2003-04 年度的

社長獎計劃中，要求每個扶輪社成立一個扶輪家庭委員會。這個委員

會的目的在擬定能夠支持扶輪社員、社員眷屬、及扶輪整個大家庭的

扶輪計劃與活動。由 72 個委員組成的扶輪家庭特別工作小組(Family 

of Rotary Task Force)，隨時樂意協助扶輪社與地區推行這項工作。

而這個特別工作小組的總協調是人艾夫斯(H. William 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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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吳典璟 9 月份月報告 

好的，到美國也差不多二個月了呢 關於食衣住行育樂，在這裏每件

事情都與台灣有很大的差異，有些事始終讓我驚訝，有些也讓我沒有頭

緒.....總之今天想說的除了玩樂的部分，我有很多心得。 

首先是「食」的部分 

基本上沒什麼好挑剔的,之前說過雖然住在美國，但其實吃到很多

很棒的墨式食物，常吃到墨西哥薄餅（Ｑuesadilla）搭配各式莎莎醬

或是牛肉捲餅 Burrito，還有很多非常有趣的餐點，甚至是烤辣椒還有

各種蔬菜肉湯等等。藉由食物我就學到很多的單字，基本上都是由搭配

式的去改變單字的變化。 

而我也都是三餐正常吃，外加一堆高熱量的零食，大概不到兩個月

就重了三公斤之多，讓我都不敢放膽吃，但是也還是一直吃！！ 

這裡的食物最常放的東西大概就是酸奶油或是花生醬了∼∼看看這兩

樣就知道我是怎麼吃的。 

當然主食就是豆子還有米飯。豆子就是平常甜湯裡的花豆了，只是

變成偏鹹的口味，這裡的食物基本上也都是非常重口味，像我吃的偏清

淡（很喜歡粥）每次的晚餐都會喝好多水，到現在都還是這樣哈哈，我

也有注意到這裡的人很喜歡吃洋芋片配各種沾醬吃，不管是薯片還是降

量口味都非常的多。 

我還吃了好多像台灣有的口味像是焦糖派口味，wasabi，牛排，酸

黃瓜，辣豆....等等奇奇怪怪的口味。 

我也是一個甜點愛好者，當我跟轟媽轟爸說，我很喜歡冰淇淋之後；

我也常常能吃到好吃的冰。 

雖然這裡沒有剉冰，但是有好多口味的冰沙可以放在一起，我就很

喜歡綜合水果混合芒果的口味，還有轟媽喜歡買香草冰淇淋，這樣可以

搭配不同的東西，像是香蕉啊，番石榴啊，草莓與一點水果酒，或又是

加入奶油花生醬等，我每天可以說都吃得很好，很豐盛，現在隨便怎麼

看都能知道胖了一圈呢? 
第二個「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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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較包括了衣還有住的部分要說有什麼遺憾得地方大概就是交通

有非常大的不同台中真的算是一個交通非常方便的地方了，隨便都可以

搭到公車或是方便地搭火車高鐵，可能是轟媽車壞了的關係，現在家裡

只有一台車，非常的不方便，我也錯過了好多事情，我住在偏山區的地

方，馬路就好像是雲霄飛車一樣，上下崎嶇一開始我非常的不適應，每

次坐車都覺得要把五臟六腑給吐出來，真的超不舒服的。 

幸好我現在終於適應了，但是還是覺得上學好辛苦，都要坐將近 40

分鐘的路程才到學校，開車也要 20 分鐘，其中學校校車還是沒有空調

的那種，但也總算坐到電影裡面的那種校車了∼ 
美國地真的很大，每個目的地的距離都非常之遠，讓我突然又覺得

台灣小小得真好。 

其次是，我在這裡買東西真的不算方便，有時候轟爸媽都沒辦法讓

我們去購物等等,但好在我的顧問常常會關心我，只是有時候好想買衣

服啊，買我沒有準備的衣物，其實這裡的天氣雖然熱，但不易出汗非常

的乾，早灣溫差也非常的大將近 10 度，所以很多人都會隨身攜帶乳液

或是保濕的用品，總之衣服的尺寸問題也有點困擾，在這裡有時候想要

買的衣服可能會沒我的尺寸，什麼都找最小的，而這裡有點偏僻，商店

也沒有特別多，我住在 Rio Rico, 但最少我得跑到 Nogales 才有商店， 

但也要半小時以上了，如果再遠一點的 Tucson；那可能至少兩個小時，

但是我到現在連首都 Phoenix 鳳凰城都沒到過，看看單一個雅利桑納

州多大啊。 

第三個「育」 

教育的問題，大概每個國家都很關心未來國家支柱的教育，而台灣

有許多人就特別推崇西式教育，我想體驗這種教育大概也是當交換學生

的福氣。 

果然我真的受益匪淺在這裡，強調的是真正吸收了從課堂上學的知識，

當然也很看重成績（因為關於上大學的關係）但是我的轟媽，在我的歷

史第一次受到嚴重打擊，成績只有Ｄ的時候，告訴我，你只要知道自己

有學到東西了，那麼成績就會越來越好，我們一直要注意的事，是你學

到的知識，轟媽說我很認真的在讀書了，我真的很認真啊老實說，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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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努力和成果不成正比的時候，也許我們在某些地方出錯了，我們就

是要找對的方法解決才對。 

另外，老師也很重視我們的看法，很多都是問我們的看法，要我們從

內容中找出自己的想法，而不只是在書本找答案。 

學生如果對老師的看法有疑問，也可以直接的和老師互相交換意

見，另外也有許多文化上的不同，我其實是一個有點內向的人，如果我

要在這裡交朋友，必須拿出勇氣來才行。 

總之在這裡上學，步調非常的快，我們每節課都要到處跑來跑去，

快下課時大家都開始收書包準備跑堂，跟朋友聊天休息等等，跟台灣不

一樣，應該說美國跟其他國家不太一樣，一般都是老師跑堂換教室。 

每天的課程都非常豐富，但我到現在還有點跟不上腳步，但幸虧轟

家給我很多幫助，還算是不錯哈哈。 

 

交換學生~~戴上恩 2015 9 月份報告 
扶輪社活動 

我第一個 host family 說我們一個月只會去一次扶輪社，所以我 9

月只有星期二午餐餐會去一次和星期五早晨會議去一次， 

都只是在吃東西，但是都滿好吃的，尤其早晨，donut with chocolate 

milk are very awesome.吃完就去上課， 我很多活動都在十月，我在

10 月 20 號要在 Muncie Rotary 和早晨會議介紹，是不同的地方喔!老

實說，我也搞不懂，反正介紹就對了。別的交換生都有地區會議阿，台

灣朋友阿，我在這裡，只有我一個台灣人，我有遇到很好相處的中國人， 
但也有文化素質較為低落的中國人，很委婉了。應該在十月或十一月吧!
我也覺得沒什麼差。 
Burris school 這個月在學校我寫了超多的作業，比在台灣的學校還忙，
這裡的作業幾乎都是 powerpoint and word 所以一堆報告要做，8 月的
時候還很不習慣，但現在已經無感了，反正老師就是把你當美國人看
待，只有陶藝課和政府課和地理課老師會比較輕鬆一點，政府和地理是
同一個老師，考試可能有時你能不用考，但是假如我能應付我還是會
考，但是作業一定要做，來到這裡，我覺得我真的變超乖，在台灣的學
校我功課到學校有時才跟別人一起寫，有時還用大絕招，在美國，每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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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我一定會交，我都還不敢不交，不交會發生甚麼事情 I have no idea. 
老師會叫你補交，為甚麼我知道呢，因為 8月開學第一天我就有功課， 
我還問別人我要不要寫，他說我不用，隔天補交，哈哈，同學解釋給老
師聽，老師也沒說甚麼，但是之後我都會寫，而且都是準時交。一方面
老師真的對我還不錯，導致我產生不交我也很對不起他們的感覺，第二
方面，要練習我的英文，我會請比較了解我英文的想法的朋友來幫我修
改我的 gramma 是否正確，基本上都是錯的，他說美國人可以懂你在說
甚麼，但是不是這樣用的，他會幫我改，然後輸入小筆記上面，忘了說，
我在學校每個人都有一臺 i-pad 可以使用，做報告，查資料都行，你們
一定有個疑問，萬一學生看 youtube 或瀏覽網站呢?他們都會封鎖，不
能用，一開始我以為是wi-fi的問題，沒想到到家裡也不能用，因為i-pad
真的很好用，但是 app 可以使用，無聊還能玩遊戲。美國段考一年只有
兩次，超猛，但是這會成為上大學一個很重要的依據，所以有好有壞，
美國上大學不用考試，看在校成績的。我的朋友有父母是印度,日本,墨
西哥移民美國的。他們都生在美國。還滿不錯的一群朋友。 
After school 
我放學後現在都在踢足球，昨天踢了兩場足球比賽，全程上場，沒有換
人過，真的超累，不過我很高興，兩個月我就能上場比賽了，超高興的，
只是技術還需要在磨練一下，但是足球大概 10 月底就會結束了，因為
這裡會開始下雪了，我要想我第二個運動要玩甚麼，我可以決定 3 個，
游泳，排球，籃球，跑步，4 選 2，超難選的，完全不用擔心我放學會
當宅男，都在玩運動，只有星期日休息，星期六會練習，有時候是比賽， 

節日偶爾休息而已，現在我正在考慮下一個運動要選擇什麼，每個運動

各有好處。有夠難以抉擇。 

我最後一個應該會選跑步但這第二個難啊!有時候星期五晚上練習

完後，會去參加 party。營火晚會+捉迷藏 

Host family 

我現在在地一個 home 家過的真的很好，美國物價很高，在台灣聽到

美國東西很便宜，都騙人的，Owen 明年也要上大學了，我不知道我這個

host family 是有錢還是普普通通，但是美國大學雖然跟台灣大學一樣

多，有些一樣是付錢，請進，但是那個 money 真的是天差地遠，今天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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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們說 Owen want study school is too expensive for us.他們是

好人。 

希望我明年回台灣時，他們能想出解決辦法，好了嚴肅的話題就不

提了，這個月我有做很多事情，剪頭髮，釣魚，還有拜訪 Dad's parents. 

他們人超好，我來到這裡真的是超多好人，但是還是有不想鳥我的人，

(模話都，家事米國 台語)很多事情他們都說他們能做到，他們對我超

好，老實說，我都不知道我該怎麼回報他們，煮食物好像也不太對，因

為我們家都很忙，每個人吃飯時間也不固定，而且我知道除了老爸愛吃

中式料理以外，其他人就是還好。真的只是還好。我也有很多的活動會

在十月，和扶輪社一樣，十月將會是一個很忙的月份，這個月給我的感

覺還不錯，但是就是真的有點太忙了，忙到我都快忙不過來了，覺得時

間怎麼都不夠用，其他交換生還在每天 po 文，這點真的很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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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換學生~~葉錦宏 9月份月報告 

201509 R  

       
On Donnerstag ging ich nach Berlin. 

     
Haus Meiner Gastfamilie  

 
Ich bin mit meinem Vater Boot von Brandenburg bis zu Kremmen 

gefah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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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h bin auch eine Orientation gegangen, deswegen habe ich vielen 

Freunden getroffen. Sie kommen aus den USA, Argentinien, Mexico, 

Indien... und so... 

       
Ich fuhr nach Berlin mit meinem Freuden den Zug. Und wir ging nach 

einem Bibliothek in Berlin.  

      Am letzten Samstag ging ich mit Herr. Moll nach "Buga Garten 

Bekundung", der mein Berater in der Rotary club ist. Das ist sehr 

schön. 

Ich war im Deutschland z.c 6 Wochen, und ich habe mich um den 

Wetter, auch dem Essen hier gewöhnt. In der schule habe ich vielen 

Freuden getroffen, und wir fingen auf Deutsch zu sprechen am die 

dritte Woche an. Ich gehe jedem Tag nach der schule mit dem Zug. 

Trotzdem ich nicht viel deutsch sprechen kann, habe ich noch 

vielen Freunden. Andre, Max, Jan, Friedeman, und so... sind meine 

besten Freuenden in der schule. Am Urlaub, ich bin ein mal m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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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inem Gastvater Boot gefahren, und das ist sehr sehr schön. Wenn 

ich in Taiwan war, ich kann mir nicht vorstellen , dass mir gefällt 

Deutschland gern. Weil es nationaler Tag Morgen ist, gehe ich noch 

nach Berlin mit meinem Gastfamilien Morgen. Dennoch wohne ich 

nicht in Berlin, Ich hatte viel spass mit meinem Gastfamilien, 

und auch in der schule mit meinem Freuden. Übrigens, ich habe 

Herr.Moll in der Rotary club getroffen, der hilfst mir sehr 

ziemlich viel, worüber ich mich freue. Also, wenn ich ein Problem 

habe, will ich mit ihm darüber sprechen, was mir hilft viel. 

到德國將近 6 個禮拜了, 我也習慣了這邊的氣候, 食物... 在學校我

也碰到了很多同學, 當然, 我們也都用德文溝通, 在不會的時候, 才

會用英文, 在第一個 homestay, 我每天都要搭火車上學, 雖然我不會

太多德文, 但在學校還是有很多朋友, 在假日時, 我們也會出去, 這

些都是當我在台灣時, 沒有辦法想像到的, 因為明天是德國的國慶日, 

我也會跟 home 家一起去柏林. 雖然我不住在柏林, 但我在這裡, 卻有

著更多的樂趣, 包括與我的home stay還有在學校的朋友們, 我也在扶

輪社遇見了 Moll 先生, 他幫了我很多忙, 除此之外, 當我有問題時, 

我也都會與他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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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活動於摩登樂庭園燒烤104.09.20 

 

 

 

 

    

重陽節暨女賓夕活動於社友 Copper 公館  分區聯合專題演講，主講人:前衛生署長 

104.10.03                            楊志良 104.10.08 

內輪會活動~~三久職業參觀 10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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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之宗旨： 

扶輪之宗旨在於鼓勵並培養以服務

理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

鼓勵與培養 

第一：增廣認識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高

道德之標準；認識一切有益於

社會的職業之價值，及每一扶

輪社員應遵重其本身之職業，

藉以服務社會； 

第三：每一扶輪社員能以服務理想應

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

活。 

第四：綜合具有服務理想之各種事業

及專門職業人士，以世界性之

聯誼，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

善與和平。 

扶輪之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

捫心自問: 

一、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2015-16 年度國際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