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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元月七日 

第 19 卷第 12 期 

第 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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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 7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地  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 許晁偉PILOT 

節   目: 專題演講暨扶青團團務報告 

主講人: 南區家扶中心  洪健胤 主任 

講  題:  社會資源運用與志願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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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了 2015 年的日子，去年的酸、甜、苦、辣都已經是歷史了，從 2016

年第一天開始起每天都是新的日子，祝社友、夫人寶眷順利圓滿、家庭

和樂。因為舊曆年關將近，無論是出國或在家都要為這傳統假期提早做

準備。 

最近中國社科院公布一項調查，兩岸十年內發展為最富有都市排行

榜，你我所居住所在的台中市排列第八位，前二十四名內台中市是唯一

台灣地區入榜的都市，因為台北與高雄已發展趨漸緩慢，台中市相對於

都市範圍整合與產業成熟，也連結了中國市場的漸漸顯現了競爭力，這

項參考資料希望能對社友們的事業與志業有不同的啟發。 

今天的例會邀請大里國光扶青團眾夥伴們進行聯合例會，並請領導幹

部進行團務報告，這一年來對於輔導社不斷釋放出最佳夥伴的訊息，各

項工作都能執行的有聲有色，把大里國光彰顯出超高品牌價值，大里國

光社的招牌更燦爛，讓所有的社友引以為榮。也對於新社輔導寄予更多

的期望與認同，讓我們一起加油吧! 

 

GEAR 秘書報告 

一、總監辦事來函:請推薦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8-2019年度總監

提名候選人」， 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附件:一、推薦書 、附件二、參選資格及任務 

說明： 
1、依據國際扶輪細則第十三章13.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輪社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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薦本地區2018-19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2、其參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等詳載於國際扶輪細則第 十五章

15.070 、15.080 及15.090 等條文內容 。(2013年中文版程序手冊
第 182 -183 頁)。各社推薦之總監提名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
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3、各社之建議提名必須在例會中由全體員作成決議案，以推薦地區總
監提名候選人。 

4、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推薦書 (如附件一 )，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
人簽 ，連同候選人之學經歷於105年3月10日前用掛號寄至總監辦公
室 彙整 (郵戳為憑 )，以便轉送總監提名委員會依規定遴選。 

5、本地區依據國際扶輪通告，自2017年 7月01日起劃分為 3461 與 
3462 等兩地區，故 2018 -2019年度總監提名人將分別由該地區所
屬扶輪社推薦候選遴。 

6、各社以掛號信函送出後，請另用 E-mail 與電話告知總監辦公室，
以確保掛號信函傳遞無誤總監辦公室聯絡電話: 04-2527-0255 聯絡
人: Rita 

（附件一） 
推 薦 書 

謹推薦本社前社長                    （社名）                  
為 3460 地區 2018-2019 年度總監提名候選人。此建議案業經本社於     
____年     月      日，第      例會中，全體社友公決同意。同時，
被推薦人符合國際扶輪章程細則第 15 章 15.070 條地區總監提名人資格
與 15.080 條地區總監資格及瞭解 15.090 條地區總監任務，並願恪遵地
區總監任務之規定。 

此致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2018-2019） 

推  薦  社：                     

社      長：                     

祕      書：                     

日      期：                     

提名候選人：                     

日      期：                     

（請附候選人學經歷表及彩色大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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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地區總監（Governor） 
在已設立地區中，扶輪社之管理置於地區總監直接督導之下。膺選擔任 
地區總監職務之社員為國際扶輪駐該區之職員，需具有完備的資格條件， 
瞭解其任務與責任，應慎重推選體力及其他方面的能力足以勝任並有意願
者。在推選地區總監提名時，尤其明白瞭解並確切注意其資格與要求實屬 
必要。 

（一）身份 
地區總監為國際扶輪職員之一，係由各該地區所屬各社提名，並經 
國際扶輪年會選定產生。 
地區總監於每年 7月 1 日就職，任職一年，或任職至其繼任者被選出 
且確定其當選資格之日止。 

（二）資格 
地區總監提名人必須於選舉時擁有下列資格： 

（A） 地區總監須為其提名地區內一個扶輪社之除榮譽社員外之任何 
一類資格完備的社員； 

（B） 須嚴格按照規定完全具備社員資格且其職業分類上確無疑問； 
（C） 須為一功能正常之扶輪社之資格完備的社員，而該社在提名其為 

地區總監候選人之上一扶輪年度結束時對國際扶輪及地區並無未 
清款項； 

（D） 須曾任一任完整任期之扶輪社社長，或為扶輪社之創社社長起已 
完成從創社日期至 6 月 30 日之完整任期，但此一期間至少必須 
滿六個月； 

（E） 須在體力或其他方面表明願意、承諾並能夠履行如 15.090.所 
規定之地區總監職位上應盡之任務與責任； 

（F） 有能力並願盡力滿足就職時之額外條件。（15.070.） 
（G） 地區總監在其就職時必須完成全期出席國際扶輪講習會。 

須為一社或數社之社員、合計年資已有 7 年以上者，（15.080.） 
地區總監： 
（A） 須在社內深獲尊敬及信任； 
（B） 須在其所從事之事業或專業上擔任重要職位，具有執行能力， 

在其本身事業或專業上確有此種事實表現； 
（C） 須在其事業或專業工作已有健全之組織，俾可有充份時間推行 

其扶輪工作； 
（D） 須其行為及其直系親屬之行為均係無訾議； 
（E） 須具備扶輪知識，瞭解其目的、宗旨及法規，且被認定為國際 

扶輪之忠實社員； 
（F） 須能以易使人相信的態度討論任何扶輪事務，並能清晰地傳達 

訊息。 
（三）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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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為國際扶輪在地區內之職員，在國際扶輪理事會全盤指揮 
與督導之下執行其任務。在執行對地區內各社直接督導之責任時， 
地區總監特別負有推行國際扶輪宗旨之任務，其本人並應負責： 

(A)籌組新扶輪社。 
(B)加強地區內原有各社的社務。 
(C)與地區領導人及扶輪社長一起設定地區每一扶輪社務實的社員成長目標，
以推動社員成長。 

(D)在計劃參與及財物捐獻方面支持扶輪基金會。 
(E)推廣各扶輪社之間以及扶輪社與國際扶輪之間的友好關係。 
(F)規劃並主持地區年會及協助總監當選人規劃及籌備社長當選人訓練會及 

地區講習會。 
(G)在整年度內到各扶輪社舉行扶輪社公式訪問會議或多社公式訪問會議，
時間應選在能使社員 出席率達到最高為準，其目的在： 
提醒社員重視重大扶輪問題。 
對較弱且面臨困難之扶輪社給予特別關注。 
激勵扶輪社員參加服務活動。 
親自表彰扶輪社員們對地區的傑出貢獻。 

(H)對區內各社社長及秘書寄發總監月 報。 
(I)迅速向國際扶輪社長或理事會提出所需之報告。 
(J)在國際講習會之前提供總監當選人有關區內各社狀況及建議加強各社 

務應採取之行動的充分資料。 
(K)確保地區各項提名及選舉都依據國際扶輪章程、細則、以及國際扶輪 

制定之政策來舉行。 
(L)將本地區需繼續辦理之各項檔案移交總監當選人。 
(M)執行作為國際扶輪在本區職員應負責任附帶的各項任務。 
 
二、總監辦事處來函:請各社友踴躍報名地區年會 PHF 早餐會，詳如說明， 

惠請查照轉知。 

說明： 

     1、參照本(38)屆地區年會委員會規劃案辦理。 

  2、感謝 貴社友捐贈 2015-16 年度國際扶輪基金保羅哈里斯與巨額捐

獻，特舉辦 PHF 早餐會，敬邀踴躍出席。  

  3、時間：民國 105 年 03 月 27 日星期日上午 08:00 至 上午 08:50。  

         地點：國立中興大學小禮堂 

         地址：台中市南區興大路 145 號 

  4、茲為方便籌辦餐會，惠請各社回報出席人數。TEL:04-2523-4334， 

               E-mail: rotary01@ms38.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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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來函:貴社推薦之2015-16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
金候選人已獲選為本年度得獎學生。 
說明： 

1、感謝 貴社熱心贊助本會，獎助國內優秀青年學子，造福社區青
年。 

2、如主旨，詳附件(公告)。 
3、依據本會照顧社及照顧社友辦法，請為貴社每位受獎學生遴選照

顧社友各一名，於領獎期間及以後繼續關懷照顧受獎學生。 
4、茲謹訂於民國105 年1 月30 日(星期六) 下午一時至六時十分假
新北市政府(新北市板橋區中山路一段161 號)三樓多功能集會
堂，舉行本會「創立40 週年暨2015-2016 年度獎學金頒獎典禮」。 

5、敬請 社長光臨指導，並鼓勵貴社社友踴躍參加，分享喜悅。 
6、中華扶輪獎學金除每年於元月份由本會舉辦頒獎典禮統一頒發，

二月份於獎學生聯誼會舉辦之迎新活動中頒發，餘自三月份至六
月份止，(除地區年會之月份外) 將按月寄達 貴社，尚請定期安
排受獎學生參加 貴社例會轉頒獎學金。 

7、同封附上本會（１）典禮程序表 (２) 參加人員報名表(３）照
顧社及照顧社友協辦事項（４）受獎學生須知各乙份，敬請於105 
年1 月15 日前將資料表E-mail ：cref@ms29.hinet.net 或傳真
(04-2328-2972)回覆本會，以利籌備作業進行。 

8、為方便各社與會貴賓當天來回，本會已請各地區總監辦事處代本
會租用遊覽車，敬請多加利用。 

 

 

 

 

 

 

 

 

 

 

 

恭     賀 

2016-17 年度(第 20 屆)理事: 

曾建忠、何應欽、劉顯彰、林炳村、黃輝錦 

李國文、鐘錦坤、張明選、曾復興、康賜鑫  

張祈雄、劉國勳、黃承偉、劉憲隆、吳宗隆 

候補:陳鴻文、蘇武宗 

   2017-18 年度(第 21 屆)社長當選人:鐘錦坤 

   2018-19 年度(第 22 屆)社長提名人:葉森雄 

   2019-20 年度(第 23 屆)社長提名人:何應欽 

   2020-21 年度(第 24 屆)社長提名人:黃國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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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36 次例會，12 月 25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3 位   2.出席人數: 54  位   3.出席率:  86 % 

ROLLING 糾察報告 

一、 第 934 次例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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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煥文 300 元、 

蔡秋明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廖欽烱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

林炳村 300 元、黃輝錦 300 元、賴基詮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

曾建忠 300 元、蘇武宗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

李楨祥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邱仕銅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

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黃健源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

陳信宏 300 元、吳彥恆 300 元、黃英彥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

陳茂瑋 300 元、許晁偉 300 元、鄭宇宏 300 元、林毅勳 300 元、

袁丁民 300 元，共 11,6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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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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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2015-16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常年會費$24,000、固定

捐款6000元、RI會費750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300元、扶輪月刊

600元、贊助台北扶輪年會1000元，共32,6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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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MEI 節目主委報告 

一、下週第 938 次例會於元月 14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假菊園婚宴會館

舉行社友職業分享，主講人:社友許晁偉 PILOT、鄭宇宏 MICHAEL，

請社友及夫人準時出席。 

二、第 939 次例會於元月 21 日星期四下午 6:30 假菊園婚宴會館舉行專

題演講:歐洲的變化，主講人:吳志中先生，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三、第 940 次例會原元月 28 日變更為 29 日下午 6:30 假小春日本料理

舉行國光獎學金頒獎暨交換學生報告、扶輪家庭聯誼、女賓夕活動，

請社友、夫人、小扶輪準時出席。 

JOU 扶輪家庭聯誼主委報告 

一、2015-16年度下半年扶輪家庭聯誼分組表如附件 

 

JAMES青少年交換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通知貴社所推薦2016-17年度長期交換計劃備

取學生準時參加第三次講習會並配合完成同年度相對接待外國交

換學生相關認證資料，函請查照。 

說明： 

1、茲訂於2015年01月9日(星期六)辦理備取學生第三次講習會，請

貴社通知各備取學生務必準時參加，程序表與地圖如《附件一》。  

2、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簡稱RYE)基於平等互惠原則，有派遣相對

也要有接待，因交換作業有時效性，為使貴社推薦學生順利派遣，

請貴社依《附件二》處理認證文件之程序說明檔，於2015年01月

27日(星期三)前完成《附件三》相關認證表格資料，並將所有正

本書面文件郵寄至3460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辦事處查驗(地

址：40355台中市西區五權路2-3號8樓812室)，且同時回傳RYE組

織職掌表及接待家庭預定表Word輸入之電子檔至RYE委員會指定

信箱d3460yep.af@gmail.com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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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本年度派遣學生考核評分規則，請如期繳交相對接待認證文件，

以免派遣學生日後無法取得簽證文件辦理出國手續。懇請貴社務必

遵期配合辦理，以免延誤派遣作業。 

4、如有任何疑問，請一律使用E-mail聯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Zoe吳

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理Maíz簡小姐(E-mail: 

d3460yep.af@g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

04-2226-3460。 

PHARMA高爾夫球主委報告 

 一、總監辦事處來函:請踴躍報名參加第38屆地區年會高爾夫球賽，如

說明，請查照。 

說明： 

1、依據第38屆地區年會活動委員會計畫辦理。 

2、第38屆高爾夫球賽於105年3月15-16日(星期二、三)於豐原高爾

夫球場舉行，檢附第38屆高爾夫球賽簡章與報名表，線上報名請上

傳至地區年會平台報名， 

網址:http://bit.ly/3460-38-golf，截止日期105年2月5日。 

3、報名表請寄至豐原富春扶輪社Tel:04-25278630;Fax:04-25278701 

E-Mail:fu/chun@msa.hinet.net。 

4、函請查照。 

附件 

國際扶輪 3460地區 第卅 八屆區年會高爾夫球賽簡章 

宗 旨：本友誼賽為第卅八屆地區年會活動項目，旨在社友聯誼和調劑

身心健康為的。 

報名日期：即日起至民國105年02月05日截止，採團體報名（以社為單

位），並同時繳付報名費（因球場容量限制，名額 600名，

額滿為止不再受理報名，以收到報名費為準），請以掛號寄

交承辦社豐原富春扶輪社（420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01號

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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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方式：網路報名（以社為單位） 

報名費用：每名新台幣 捌佰元。（報名後參賽與否概不退款）。 

參 加 獎：高爾夫球衣物袋（台灣製造高爾夫球衣物袋，價值1,200元） 

參加資格：限本地區扶輪社員暨配偶，並報名參加地區年會者。 

比賽日期：民國 10 5年 03月 15、16日（星期二、星期三）【早場6:30

開球、午場11:00開球】 。 

比賽地點：豐原高爾夫球場高爾夫球場（台中市豐原區公老坪水源路

頂巷23號，TEL ：04 -2522-2821）【提倡節能減碳，請各

位社友儘量共乘出席】 

比賽規則：依國際高球規則及該場單行法、採分時開球，以新貝利亞

方式公開抽洞計算成績。 

【為尊重年長的社友，將設金梯發球台，年滿 65 歲以上，請在金梯台

開球】 

獎 品：大 會 獎-第卅八名【由總監 邱世文 Dental提供】及各獎項

與盃、品，以參賽名額而定 及各獎項與盃、品，以參賽名額而

定；另設有一桿進洞大獎如下 : 

◆一桿進洞獎 Mercedes Benz汽車 乙部【由台享汽車賓士獨家贊助提

供；第二位之後進洞者由總監邱世文Dental 提供港台來回機票一

張，不限名額】 

另設有電動機車 及腳踏、TOTO 全自動馬桶等，近洞獎、遠桿近洞獎、

遠桿逢節獎等項。 

頒獎日期：105年03月26、27日地區年會頒發。 

主辦單位：國際扶輪3460地區第卅八屆地區年會活動委員。 

承辦單位：3460地區年會球賽特別委員。 

國際扶輪3460地區 

第卅八屆區年會高爾夫球賽籌備委員屆區年會 

高爾夫球賽籌備委員承辦社：豐原富春 扶輪社長 賴水和 

主委 陳信湖 敬邀 

台中市豐原區信義街101號3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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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04)2527-8630 FAX:(04)2527 -8701 
E-MAIL：tceast@ms75.hinet.net 

專題演講 

【講  題】社會資源運用與志願服務 

【主講人】洪健胤主任  

【學  歷】逢甲大學經營管理研究所高階管理組畢業              

【簡  歷】桃園、彰化家扶中心主任；家扶基金會會本部公關室主任、

社資處主任 

【現  任】家扶基金會南台中家扶中心主任   

【演講大綱】 

一、前言：「Not to be served，but to serve.」 
Y.M.C.A.基督教青年會的 slogan──「非以役人，乃役於人。」 

     「Everyone can be great，because everyone can serve.」 
──美國黑人人權領袖馬丁路德．金恩博士名言 

二、付出關懷付出愛──志願服務的真諦 
  1.愛就是在別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責任 
    2.要「甘願做，歡喜受」。 
  3.做手心向下的動作，施比受更為有福。 
    4.到「有需要」的地方去服務，而不是到「會出名」的地方去掛名、

亮相。 
  5.事無大小只要去做，成就真正祥和社會。 

三、「志工」與「義工」之區別──  
  1.志願工作是所「願為」，義務工作是所「當為」。 
   「所願為」屬道德範疇無拘束力；「所當為」屬法的體係，縱使

無奈也非做不可。 
  2.志願工作是「服務」，義務工作是「責任」。 
   志願工作為積極的，個人本著助人最樂的意念去做； 

義務工作乃消極的，予取關係乃交換行為，故有權利與義務。 

四、社會資源的運用──「小成本，大製作」 
  1.「沒錢難辦事，沒人事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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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非營利機構也要有行銷觀念 

     (1)事件行銷與造勢活動 

(2)推廣活動與吸收資源 
     (3)擴大捐助來源與捐助對象的普及 
     (4)提供更多方便的捐助管道 
     (5)政府是重要社會資源，民間社團與慈善團體亦不容忽視 
  3.如何充分活用社會資源 
   (1)擬訂週詳的計畫 
      (2)訂定好的行銷策略 
      (3)尋找優秀的人才 
      (4)募集充裕的經費 
      ※切記：勿空中畫大餅，勿做不能達成之承諾。 

五、結語： 
  社會資源──俯拾皆是，惟有用心經營，才能永續運用。 

及時布施與行善──心動就立刻行動，做個社會公益尖兵，播撒愛
心的種子； 

志願服務──人人可參與，時時可動手，處處可展開。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台中市 2-3 分區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5~2016 年度第 19 屆社員大會會議紀錄 

一、時間：104 年 12 月 10 日(星期四)下午 7:00 

二、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三、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63  位、實到人數: 45 位、請假人數:18 位 

四、主席：劉顯彰                    紀錄：劉憲隆 

五、主席報告：略 

六、提案討論： 

提案一、請提名本次選舉監票人、唱票人、計票人案。 

說明：希望選舉公平性及和平。 

決議：監票人:廖繼鋒，唱票人:詹振忠，計票人:黃承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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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請圈選 2016~2017 年第 20 屆理、監事。 

     說明:  

1、依扶輪社細則第一章第一條之規定選舉2016~2017年度理事。 

  2、依扶輪社細則第一章第二條之規定選出之理事應聯合前任社

長組成 理事會，因此卸任社長為當然理事。 

   3、2016~2017 年度理事應選 15 名，除直前社長、社長、秘書

不在圈選內，其餘 12 名由全體社友中圈選出。           

決議： 林炳村 42 票、黃輝錦 41 票、李國文 41 票、鐘錦坤 41 票、 

   張明選 40 票、曾復興 40 票、康賜鑫 40 票、張祈雄 40 票、 

劉國勳 38 票、黃承偉 37 票、劉憲隆 36 票、吳宗隆 35 票 

     候補:陳鴻文 4 票、蘇武宗 3票 

提案三、請圈選 2017~2018 第 21 屆社長當選人。 

說明:由第 20 屆理、監事 12 位名單中票選一位。 

決議： 鐘錦坤 13 票 

提案四、請圈選 2020~2021 年第 24 屆社長提名人。 

決議：鐘錦坤 43 票 

七 、 臨時動議:  

  一、內輪會對夫人之應酬公約取消 

  二、關於本社對社員弄弄瓦之禮金由 2,000 元改為 3,000 元 

  三、內輪會年度預算由每人 3,000 元改為 3,500 元 

八、 散會 

每週扶輪思索~~第 106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專屬扶輪的和諧(Rotary Unity)。 

目前的科技是如此的進步，人文是如此的鼎盛。人類不但可以環繞地

球，在外太空漫步。電腦網路也連結了整個世界。但是對人際間和睦相

處的努力，人類在這方面的進步卻是那麼的有限。身為扶輪人的我們，

既然是各扶輪社派去自己行業服務與聯誼的親善大使。同時，我們又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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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認出扶輪運動擴展了我們生命的框界，不但使我們成為社區優良的公

民，更成為世界的好公民。再加上，我們也都如同國際扶輪布朗社長般

深深感受到扶輪有種特性那就是當我們扶輪社員們在彼此眼神接觸並

相互握手時，我們彼此間的差異就會消失，而創造出一種專屬扶輪的和

諧( Rotary Unity)。我們既然有承諾與責任，更有扶輪生活的体認，

為什麼我們大家不一起來以我們扶輪生活的体驗與智慧來實踐我們最

高的使命—調停人際間的事端，促進和平？雖然，我們不能什麼事都做，

但是我們絕對能做出一些事。我相信只要我們大家一起由我們的內心做

起，把和平帶到我們自己的家和社區時，和平自然也就會擴散到全世界。 

戴上恩 2015 12 月份報告 

Rotary activities 

扶輪社的活動真的很少，我這個月沒去過扶輪社，可能都是一堆老人吧! 

我覺得也不錯，不用像別人為了扶輪社忙東忙西的。聖誕也到了，除了 

原本的零用錢 100 塊，聖誕禮物又給我 100 塊，還有看 hockey 的衣服， 

門票。還滿高興的，都沒去扶輪社，這樣都還有。 

只有重要的事件我會去參加而已。到現在和其他交換生也只見過 2 次。  

別人可能有 20 至 30 刺了吧! 

完全不成正比，不過也因為這樣，所以有很多空閒時間。可以拿來做想 

做的事，看影片，練文法想做什麼就做什麼。 

這個月我們有印第安那州的旅行，和其他 4個交換生一起去，老實說， 

沒有很好玩，但是有幾個不錯的點，我最喜歡的是美國普渡大學， 

超棒的，學校真的很棒，我們也有去看他們的聖誕表演，真的 

是非常棒。學校等級也是非常的高，我希望我能在那裏讀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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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手機沒有臺灣，所以隨便亂用一個 

Burris Laboratory school 

這個月我們學校考了第一次段考，當然會匯報我的成績啦!  

有兩科真的很難，其他真的是超級超級的簡單。 

考六科，(英文，陶藝，政府，地理，體育，歷史)， 

英文和政府是最難的，政府真的會難到讓 

你罵髒話。  

本身英文已經有點小吃力，結果一堆專業知識，當然啦， 還是考不錯， 

運氣滿好的。 

 成績分 a b c d f ，沒有 E。 這是平均 

  A 91-100   B 81-90  C 71-90   D 61-70   F 不及格 

  英文    D D     D    No excuses.  剛開始不熟悉，太多功課沒交， 

但是段考成績不錯，不然就 F 了陶藝    A D  A C  有些對我來說很簡單， 

有些老師太狠了，出很難的主題。  段考也是手寫 ( 得滿分) 

 政府    B B  B B    這門我很自豪，本來平均是 C 段考考完變 B，  

美國人都說難的課。 

     地理    A A  A A         

     體育    A A     A         這三科不用解釋了 

      歷史   A A  A A 

           ( 英文和體育第 3排空著 因為那時候美國放假吧) 

假如成績太低，不能參加學校的校隊，很不滿意是英文，成績是至少要 

拿 B 的，(不太滿意)但是就一開始什麼都不懂，別堂課都有人教我， 

因為年紀很近，但是第一堂都是小孩(13-14 歲)，所以聊不太起來，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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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行了。段考考完之後就是聖誕節了，有兩個星期的假。 

明年 1 月 5 號開學， 終於可以休息一下了。 

After school 

之前我參加了游泳隊，但是我退出了。我不能再繼續游了，受不了， 

游泳果然不是我擅長的， 

我有試了喔! 

我可能會加入籃球隊，到美國籃球有變強，ㄓㄜ平常吃的食物， 

你有運動就是壯，沒動就是胖。 

體能也變更好了，放學沒事做真的很無聊，都不知道要做什麼， 

只能待在家裡，果然有個運動還是比較好，如果不能加入籃球隊， 

我會去找外面的拳擊社，去練拳擊，但是美國人太壯了，所以就是練拳， 

我怕我去比賽，我會一拳被 KO。 

Ed and Lisa's family 

我已經換了第二個家庭，很想我的 Shrock family，真的很喜歡他們。 

現在這個家庭成員有三個人，父母和一個小 baby，超愛哭， 

這個家庭工作都很忙，所以都沒做什麼特別的活動，在聖誕節期間， 

就顯得有些無聊，我也不能出去玩，比較好玩的是拿到禮物還有看到真槍，拿真槍

第一次看真槍超刺激的，六把槍，我 home 爸的家人的槍。我很有興趣， 

他就介紹一下，有散彈，卡賓，狙擊，兒童版狙擊槍(真的能殺人)， 

還有一堆手槍和子彈，根本軍火庫。 

本來喔，他和 1個叔叔本來要到外面試射，結果說太晚，下次有機會 

不知道可不可以射，超期待的。 

有規定說到美國來不能碰槍嗎?沒有吧! 重點只是試試，反正我的顧問 

她老公也有槍，在他車上，不經意看到。 

美國真的是一堆槍阿! 我同學他自己就有兩把狙擊槍。但我 home 

爸很討厭槍，他說美國槍枝太氾濫。 

有同感，但是第一次看到那麼大把的槍，是男人，都會想要碰吧!  

 在這裡跟扶輪社說一聲喔! 

 下次問一下我也能不能碰。 



 
 
 

                                     17 

 

 
2015-2016  1050107 期

刊  

 

應該可以吧 10 歲的都拿狙擊槍了。  

Theoretically, I can handle it. Objectively,  

I'm not sure whether I can do it or not. 

    
                                   第二家庭                                                      

NBA's journey 

這個月我做了一件意義重大的事，這對我來說人生真的議定至少要 

去做一次，那就是看 NBA，我一開始以為我不可能會去看，結果 12 月 

我顧問的老公就帶我和他的小孩，3個人去看，現場看跟看電視， 

拜託! 完全不能比，現場看真的超級刺激的。 

我們看的是印第安那溜馬 VS 金洲勇士，結果是勇士贏，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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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 and suggestion 

Nope. Everything is pretty good. 

Counselor met with me 

Now, possibly we just meet once a month because my rotary 

 has numerous old man.  

I don't have a lot of activities every single month.  

She told me that she will take me to watch Hockey game  

with her family next month. 

December is a good month for me. 

葉錦宏2015 12月份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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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當到 12 月, 就會讓人聯想到下雪與聖誕節, 但是我也沒有慶祝

的習慣, 也因此在這個月, 讓我慶祝了我的第一個聖誕節, 儘管每個

家庭都有不一樣的方式慶祝, 但我也體會到了聖誕節的氣氛 

12 月中, 有跟 home 爸一起出門,在聚會中認識的朋友, 跟 home 家 

的相處也越來越好了, 除此之外,在12月底也要換家庭了, 因此也差不

多要開始收拾行李了....與其他家不一樣的地方...就是home家用真的

蠟燭在聖誕樹上,且在上面的裝飾,都是一年一年累積起來的... 

從第一個 home 家收到的聖誕禮物, 當然我也有準備自己的禮物給他

們,聖誕節那天, 我們大概到了 5點.. 就出發去教堂, 結束之後, 我們

就回家了, 但特別的是, home 家會準備一個房間, 到這個晚上之前,  
大家都不能進去, 直到home爸與聖誕老人對話完....   

聖誕節過後,就準備換 home 家了, 但是因為一點小問題,必須先到另

外一個 home 家住一個禮拜, 然後再換到第二個 home 家,但第二個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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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相較之下, 離學校更近了... 不必像之前每天搭火車上課,只需要

騎腳踏車或者走路就可以了, 而我跨年的時候, 也是跟第二個 home 家

一起去的.房子就緊鄰湖邊, 非常漂亮, 時間相對短暫的 home 爸, home

媽 也都對我很好！ 

換到借住的home家後, 我們有去了一趟bielefeld,而這裡也可以很

明顯感覺到聖誕節的氣氛, 樹上的蠟燭, 也都是用真的蠟燭, 並非Ｌ

ＥＤ燈. 在 bielefeld 的聖誕市集, 雖然只有在這個 home 家暫時住一

個禮拜, 但這短短的一個禮拜, 卻也讓我多認識一個家庭, 體會不一

樣的生活, 而明天就準備搬進第二個 home 家了！！  12 月也就這樣結

束了...  
 
活動照片    

 

2-3分區七社聯合親子登山健行活動於台灣省諮議會合影104.12.19 
 
 
 
 
 
 
 
 
 
 
 

 

             年終晚會暨女賓夕活動104.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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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 2015～2016 年度下半年度 

扶輪家庭、參加友社慶典分組表 

2016 年 元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感恩月

第一組 劉國勳 陳鴻文 葉秀仁 黃健源 林文耀  

第二組 吳彥恆 曾復興 胡開化 施澧羽 詹順偉  

第三組 陳誌平 邱翊紘 蔡永富 黃志豊 詹振忠  

第四組 黃英彥 蔡秋明 廖欽烱 邱仕銅 張祈雄  

第五組 陳益武 廖朝南 陳威岳 陳茂煒 黃國卿  

第六組 林毅勳 黃輝錦 何應欽 莊榮華 葉仲任  

第七組 李盛明 張煥文 林炳村 戴百樟 蔡政憲  

第八組 鄭宇宏 李楨祥 王元龍 邱志明 陳信宏  

第九組 林登華 許晁偉 袁丁民 吳敬堯 吳宗隆  

第十組 鐘錦坤 廖偉帆 賴基詮 黃承偉 廖繼鋒  

第十一組 林銘鑒 康賜鑫 李國文 蘇武宗 張裕宜  

第十二組 張明選 黃文隆 曾文義 葉森雄   

說明： 

1、本分組表每一組5人，每一次由一位社友主辦。 

2、社長：劉顯彰、副社長：曾建忠、秘書：劉憲隆、扶輪家庭主委：

周國昌，以上四位為當然參加人員。 

3、舉辦之日期由各位爐主自行決定，並於舉辦前一星期通知秘書處，

以利社刊的報導，是日並邀請社長副社長、秘書、爐邊主委及各小

組社友、夫人蒞府茶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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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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