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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7-2018 年度 第 10700510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第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49 次例會 

第 21 卷第 23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五月十日 

 

例會時間:每週四，06:30PM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 

 

ROTARY CLUB OF TALI KUO-KUANG 

Meeting: Every Thursday 06: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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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ichung City 412, Taiwan 

 

                      

本週例會 

日期： 5 月 10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邱志明 Auto 

專題演講: 用愛點亮生命-扶輪社友分享公益之路 

      主講人: 3461 地區文心扶輪社-方嘉綺 Education 

社長：鐘錦坤     副社長：黃國卿      秘書：鄭宇宏    會計：陳威岳     糾察：陳茂煒 

2017-18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黃國卿  節目主委: 黃文隆

鐘錦坤、曾建忠、鄭宇宏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出席主委: 邱仕銅

張明選、廖欽炯、張煥文 服務計劃主委: 陳鴻文  聯誼主委: 林毅勳

曾復興、劉國勳、黃國卿 扶輪基金主委: 曾建忠  社刊主委: 李盛明

黃文隆、吳本源、陳鴻文 公共關係主委: 吳本源 

黃志豊、林毅勳、陳威岳 新世代服務主委: 黃志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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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X-Building 社長的話 
  今天的主講人:方嘉綺講師、社長當選人 Injection、IPP.Net、秘書

Michael、司儀 AUTO、各位 PP.、社友、夫人、寶眷、中華扶輪教育基金博

士生蔡佩儒大家好，大家晚安。 

  今天很榮幸邀請方嘉綺講師蒞臨本社做專題演講，講題是:用愛點亮生命

-分享公益之路，方嘉綺講師現在是 3461 地區台中文心扶輪社社員，現職

是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理事長、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理事長、

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金會執行長，經歷數拾家企業訓練講師。方嘉綺

講師學經歷非常完備，也是我們傑出的扶輪社友，相信今晚的演說一定能

給全體社友及夫人們帶來滿滿收穫，健康幸福滿滿!! 用愛點亮生命-分享

公益之路 

  4 月 21-22 日本社舉辦授證暨春季旅遊南部二日遊，非常感謝全體社友、

夫人、寶眷撥空參與感謝大家，如有計畫、服務不周之處請大家多多包涵

指教。4月 28 日本社輔導社(母社)舉行授證 35 周年慶典暨分區聯合例會，

感謝各位社友、夫人踴躍出席參與謝謝大家。上週六 5月 5 日本社在心之

芳庭舉辦母親節暨女賓夕活動 ，感謝全體社友、夫人撥出寶貴的時間參與

活動，更感謝今年今年內輪會贈送每位夫人非常美麗的提背包與優質的洗

髮精。本社輔導草悟道社在母親節當天 5 月 13 日晚上 7:00~9:30 在台中文

化中心協辦母親節感恩音樂會，免費邀請社友及夫人一起來共襄盛舉!! 

  今天是 5 月 10 日再過二天就是一年一度的母親節，在此祝國光社的全體

夫人以及在場的媽媽們:母親節快樂!永遠青春美麗；社友身體健康行大運! 

  本社五月份例會只剩 5 月 17 日社友 Kenny 職業分享:健美的健康；5月

26 日在全國飯店地下室舉行八社聯合感恩晚會，敬請大家踴躍出席參與活

動謝謝大家。 

  本社重要活動 6月 30 日(星期六)在菊園婚宴會館旗艦店，舉行 21、22

屆新舊任社長暨職委員交接典禮，敬請全體社友、夫人一定要撥出寶貴的

時間，出席參與交接典禮。再次感謝大家謝謝大家 !!!         

 

 

              敬祝 大家有個美好愉快的夜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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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CHAEL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 旨：請踴躍報名參加扶輪領導學院 RLI 台灣分部主辦第 44 期 

學員訓練會議，惠請查照轉知。 
 
說明: 1.依扶輪領導學院台灣分部第 44 期學員訓練會議資訊辦理。 
      2.鼓勵本地區社友報名參加，儲備本地區未來訓練會議的引導人。 
      3.本地區社友完成報名並全程參與兩天訓練穫得 RLI 徽章者，本地

區補 
        助每位社友 50% 課程費用計新台幣$1500 元，最多補助 45 位社

友。 
      4.為配合上述訓練會本地區訓練研習會原預訂之 2018.5.6.舉辦之扶

輪 
        社層級訓練師研習會(CTTS)停止辦理。 
      5.報名辦法請依扶輪領導學院公佈網站辦理。 
        http://www.rlitw.org/44/44.html 
      6.補助款於訓練會議後依證明請向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申請 
        領取。 

聯絡單位：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 -mail : d3462y1819@gmail.com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二)、主 旨：召開「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社員發展、扶輪公

共形象暨新世代服務研習會(DM,PI& NGS)」，如說明及附件，惠請

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參照2017 RCP國際扶輪彙編第5.030.9.050.20.100.及41.070.等章節 

    規範辦理。 

    

二、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社員發展、扶輪公共形象暨新世代 

    服務研習會(DM, PI & NGS) 

   （一）時間:107年5月19日(星期六)上午8時30分至下午4時50分。 

   （二）地點:逢甲大學-學思樓2F第九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中市407西屯區文華路10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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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出席人員： 

   1.2018-19年度(1)各社社長(2)各社秘書(3)各社社員委員會主委 

     (4)各社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5)各社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委              

   2.2018-19年度地區團隊(如上頁副本) 

三、敬請於5月7日(一)前填妥出席回條，並E-Mail至2018-19年度總監辦公 

    室籌備處，以利作業進行。 

四、聯絡單位：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 -mail : d3462y1819@gmail.com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聯 絡 人：Vickey     

附    件：一、議程表            二、出席回函報名表          

          三、逢甲大學交通圖    四、逢甲大學停車證(請自行印製) 

 
(三)、主 旨：公告 2018-19 年度地區獎助金申請事宜，如說明及附件， 
             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參照 2018 年 4 月 28 日地區扶輪基金管理研習會 GMS 手冊內容辦理。 
二、申請地區獎助金資格說明： 
(1)主辦社必須為申請之扶輪社，並限定用於國內。 
(2)主辦社必須有社員參加 2018.04.28.地區扶輪基金管理研習會 GMS。 
(3)主辦社必須有簽屬 MOU，並且繳回至 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
籌備處。 
(4)主辦社於 2017-18 年度必須有 USD$1000 以上的扶輪年度基金捐款。 
(5)地區獎助金申請表須於 2018 年 6 月 30 日(六)前提出申請，並 E-Mail 
傳送至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逾期恕無法受理。 
三、申請地區獎助金相關資料請參閱 GMS 研習會手冊及附件。 
四、聯絡單位：3462 地區 2018-19 年度總監辦公室籌備處 
E ‐mail : d3462y1819@gmail.com  聯 絡 人：Vickey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附    件: 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地區獎助金申請書 

 

MOLD RYE 主委報告 

(一)、主旨：本地區將於 5月 8 日~5 月 11 日舉辦接待學生四天三夜澎湖 

      旅遊，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交換學生準時報到並注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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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明： 

一、 地區將於 5 月 8 日~5 月 11 日舉辦接待學生四天三夜澎湖旅遊；

請通知學生穿著輕便服裝並攜帶居留證與健保卡，各接待社務必

協助交換學生辦理請假事宜，與通知各接待家庭準時將學生接

送至集合地點，函請查照辦理。 

※集合時間：05 月 08 日（星期二）中午 11:30 勿遲到(附件 1)。 

※解散時間：05 月 11 日(五)請各接待家庭當天與學生聯絡到達台中之確切 

                        時間，並準時將學生接回。 

※集合地點：台中清泉崗機場(地址：台中市沙鹿區中航路ㄧ段 168 號)。 

二、 請接待家庭幫忙協助外籍學生將本次活動規則同意書(附件二)

於 107 年 05 月 01 日(二)前回傳。 

三、 參加活動前，請貴社 RYE 輔導顧問告誡外籍學生需遵守 RYE 各

項規則與參與本活動相關注意事項，學生若違反規定將直接取消

本次活動後續參加資格。 

四、 若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

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二)、主 旨：敬請貴社完成 18-19 年度待外籍交換學生認證資料， 

             函請查照。 

說明： 

一、 為符合交換計畫基本精神並配合多地區基金會(RYEMT)作業時程，

請  貴社於 2018 年 05 月 11 日(星期五)前完成 18-19 年度長期交

換認證文件(如附件二 1-7)，文件須繳交電子檔與紙本，請將所有

正本文件郵寄至 3462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地址 40878 台中市南

屯區文心路一段 186 號 17 樓之 4)。 

二、 請點選下方網址填寫接待學校與第一家庭資訊，此步驟請於 2018

年 04 月 27 日(星期五)前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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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https://goo.gl/forms/A5ToFkcMIf9rfomY2 

三、 懇請貴社務必配合上述時程，以免延誤派遣作業，致使派遣學生無

法如期取得簽證文件辦理出國手續。 

四、 部分接待扶輪社 RYE 委員會及接待家庭有所異動，請再次確認並回

傳(Word 檔)貴社 RYE 委員會職掌暨接待家庭一覽表至地區 RYE 委員

會信箱 d3462rye@gmail.com。 

五、 若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三)、主    旨：通知貴社於 2018-2019 年度即將接待德國籍男學生  

Niklas KIPPELS 與巴西籍男學生 Caike ANDREOLI 與祕魯籍女學生 Illiary 

Monserrat BELTRAN BARRIOS，請 貴社務必配合於期限內完成，以便接續

進行接待學生申辦簽證入境等事宜；詳見說明，請查照。 
說    明： 

一、感謝貴社推薦學生參與本地區本年度國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簡稱

RYE)，祝福貴社社運昌隆。 

二、茲經本地區RYE委員會決議分派下列外籍學生由  貴社接待。 

國  籍  姓        名  性別 生日(D/M/Y)  預定接待學校

德國  Niklas KIPPELS  男 17/11/2000  興大附中 

巴西  Caike ANDREOLI  男 06/06/2001  興大附中 

祕魯  Illiary Monserrat BELTRAN BARRIOS  女 05/03/2001  興大附中 

三、請貴社根據《附件一》說明，下載該學生之英文申請書後《附件四》，

連同該生申請書基本資料發文給接待學校，並依序完成《附件二》保證書

GF與《附件三》入學許可證SP之簽名用印等手續，繳交方式如下： 

1.請2018年5月11日(星期五)中午前先回傳「入學許可證SP」的彩色掃描檔，

以便多地區基金會發函教育部與外交部。 

2.正本文件請於05月18日(星期五)前將二項簽證文件(保證書GF與入學許可證

SP)正本各2份郵寄回地區RYE委員會辦事處簡小姐Maíz收，以便接續進行接

待學生申辦簽證入境等事宜。 

四、如有任何疑問，請洽詢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簡小姐Maíz  (TEL：0905‐

738‐662、E‐mail：d3462rye@gmail.com、地址：40878台中市南屯區文心路

一段186號17樓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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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主旨：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交換學生準時參加 2018 母親節感恩 

          音樂會。 

說明： 

一、請通知貴社所接待之外籍學生與接待家庭，準時參加 2018 母親節感恩   

音樂會<附件一>，參加名單與地點如<附件二>，請接待家庭幫忙協助外籍

學生接送與接回。 

※時間：2018 年 05 月 13 日(星期日)晚上 18：30~21：30 勿遲到。 

※地點：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B1 演講廳(台中市西區英才路 600 號) 

二、若有任何疑問，請以 E-mail 聯絡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

mail:d3462rye@gmail.com)；電話：0905-738-662。 

 
COPPE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47 次例會，4 月 28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 35 位   3.出席率:60 % 

 

LIFE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049 次例會 5 月 10 日(星期四) 主講人:3461 分區文心扶輪社方嘉綺 

    專題演講: 用愛點亮生命-扶輪社友分享公益之路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二.第 1050 次例會 5 月 17 日(星期四) 主講人:社友康巃軍 KENNY 

   專題演講: 健美的健康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三.第 1051 次例會原 5 月 24 日變更為 5 月 26 日(星期六) 

   節目:八社聯合感恩晚會    地點:全國大飯店 B1國際廳 

   時間:17:30報到聯誼 

四.5 月 31 日休會適逢當月第五周 

講師簡介 

專題演講講題：用愛點亮生命-扶輪社友分享公益之路 

學歷：中國文化大學教育學系學士  

經歷： 

現任：1.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理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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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理事長 

3.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金會 執行長 

4.3461 地區台中文心扶輪社社員 Education 

經歷: 

1.3461 地區扶輪社師資 

2.青輔會「金光閃閃」青年職涯發展成團體講師 

3.志工基礎訓講師 

4.志工特殊訓講師 

5.全國大專企管系系學會講師 

6.中彰投地區國中小生命教育講師 

7.成功大學企管系系學會新生營隊講師 

8.義守大學企管系系學會新生營隊講師 

9.中正大學企管系系學會新生營隊講師 

10.東海大學企管系系學會新生營隊講師 

11.中國兒童周刊企業訓練講師 

12.學兒館股份有限公司企業訓練講師 

13.亨揚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企業訓練講師 

14.金格唱片企業訓練講師 

15.中格文化企業訓練講師 

華信文化企業訓練講師 

服務機構及職稱 

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金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社團法人台中市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演講摘要：  

分享公益之路點點滴滴。 

藉由生命教育、職能體驗、多元教學、戶外教學活動、 

倡導讀書運動來關懷偏鄉兒童,深耕生命教育,教導孩 

子們感恩心,教導孩子如何愛自己、愛他人 ,幫助孩子 

們找到自己存在的意義,進而成為社會的幫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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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LLS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7-18 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2021 國際年會在台

北 1000 元，共 32,000 元。 

三、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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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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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月報告 April in USA 

 
Got to tell you guys something exciting this month, guess what? I 

asked a girl to Prom, and she said yes to me! But, what is prom? 

In United state, students from junior to senior they can have an 

opportunity to attend high school's dance, but if any junior or 

senior invite freshman or sophomore, then they will have a chance 

to go too!   For prom, boys always asking a girl to be their date 

to the dance,  and the boy always buys a   corsage for the 

girl,  but also they need to go girl's house to pick her 

up.   After picked her up, we went to  lake  to take some 

pictures of  memory, I think it is just a tradition  things for 

people who go to Prom, and   Before they went to   danc e, boys 

need to take girls for diner, for me, I ask my host family if I 

need to take her   to night   candle dinner? And  they said it is 

required, but the fact is, we went to pizza's place to get some 

quick bite lol. Because I don't want  have dinner with her 

individually, I did ask her if she wants to have dinner just only 

us,  I asked her because I don't want her feel I was forcing her 

to do things with me, then she told me that she would love to 

have dinner with me, but there she would perfer  have  dinner 

with friends, of course I did go with her, but thing was just not 

what I thought   thoght , anyway, after we got quick  bite, then 

where hold the dance is called Mesa country club,   o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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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getting there, music was so loud and   people were already 

dancing crazy, and my date, she was dancing so wild, I mean she 

was almost not the Sandra I know at the first time we met lol, 

but I still had a great time with her, the 5 minutes before it 

ends, DJ played a slow dance song, then I was hugging Sandra, for 

me that 5 minutes dancing with her was the happiest time I spent 

with, I glad that I  got this oppuntunity to experience United 

state's culture, I really hope one day, Taiwanese people can hold 

this kind of stuff in high school, this is my first Prom, but 

also the last one. 

要告訴你們這個月有些令人興奮的事情，猜猜怎麼著？我問一個女孩去舞

會，她對我說好！但是，舞會是什麼？在美國，初中和高中的學生可以有

機會參加高中的舞蹈，但如果任何大三或大四的學生邀請大一或大二的學

生，他們將有機會參加。對於舞會，男孩總是要求一個女孩成為他們約會

的舞伴，男孩總是為女孩買一件胸衣，但他們也需要去女孩的房子接她。

把她抱起來之後，我們去湖邊拍了一些回憶照片，我認為這對於去舞會的

人來說只是傳統的事情，而在他們去跳舞之前，男孩們需要帶女孩去吃晚

餐，對我來說，如果我需要帶她去夜間燭光晚餐，我問我的寄宿家庭嗎？

他們說這是必需的，但事實是，我們去比薩的地方得到一些快速咬一口。

因為我不想和她一起吃飯，所以我問她是否只想吃我們的晚餐，我問她，

因為我不想讓她覺得我強迫她跟我做事，然後她告訴她我想她會喜歡和我

一起吃晚餐，但是她會和朋友一起吃晚飯，當然我也和她一起去過，但事

情並不是我想的那樣，無論如何，在我們咬了一口之後，這個舞被稱為梅

薩鄉村俱樂部，一旦我們到達那裡，音樂非常響亮，人們已經瘋狂地跳舞，

我的約會，她跳得如此狂野，我的意思是她幾乎不是我們第一次見面的桑

德拉大聲笑，但我仍然和她度過了一段美好的時光，在結束前 5分鐘，DJ

唱慢舞歌，然後我擁抱桑德拉，對我來說，和她跳舞 5分鐘是我度過的最

快樂的時光，我很高興我有這個機會去體驗美國的文化，我真的希望有一

天，台灣人可以擁有是高中時的一種東西，這是我的第一次舞會，也是最

後一次。 

            

     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黃韋豪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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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慢慢的流失 回過神之後就發現自己當交換生的時間已經剩一個月了 

這段時間裡交了許多朋友 也學到另一種語言(儘管不是非常精通) 雖然上

課時聽不太懂老師在說什麼 但是同學們會給予我幫助 下課時朋友們也會

找我聊天 偶爾有一些活動時朋友們也會告訴我並且邀請我一起參加 雖然

在離開另一個城市之後在那裡認識的朋友變得比較少見面但還是會在有活

動的時候邀請我 成為交換生是一件令人感到快樂的事 即使這段時間中有

一些令人不愉快的事情發生 依舊不會讓我對於這個國家或是這個交換生的

活動留下負面的回憶 剛到學校一個月就同學一起上台表演 學期結束跟同

學去參加派對 跨年的時候跟朋友在海邊看煙火 還有長達一個月的夜間活

動 還有嘉年華的變裝遊行 這些都為我的 17 歲增加許多回憶與色彩 

2017-18 年度 OUT BOUND 交換學生-吳崇愷月報告 

3 月報告 

學生姓名：吳崇愷                派遣扶輪社：大里國光扶輪社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club de agudos 

接待地區：4310.                    目前為第二個接待家庭 

    在這個月中感覺越來越融入了巴西生活，我也漸漸地跟當地人混得越

來越好，只可惜我的轟弟在這個月要離開巴西去愛爾蘭學英文，讓我實在

不捨，畢竟他是我從到巴西的第一天起最好的朋友，他也是唯一一個可以

用正常英文跟我溝通的人，也因此我們的感情越來越好，也變成了無話不

說的知心朋友。之後我也跟我的台灣朋友們一起去聖保羅唐人街去解解鄉

愁，遠在家鄉 18000 公里的地方吃到一碗熱騰騰的火鍋可說是相當的感

動。 

    對於一位熱愛籃球的青少年來講，看一場職業籃球賽一定是一生必須

完成的一件事吧！也因此我和我朋友相約一起去看巴西當地的籃球賽，而

我們鎮的籃球隊也正是巴西職業賽的冠軍常客，因此看的也是相當的過

癮。距離世界杯足球賽越來越近，身為常勝軍的巴西當然感受得到世足的

狂熱，每個攤販都有販售所謂的球員卡，身為巴西的一份子當然的也跟著 

這股潮流的收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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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報告 

學生姓名：吳崇愷                派遣扶輪社：大里國光扶輪社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club de agudos 

接待地區：4310.                    目前為第二個接待家庭 

     4 月可說是令人又難過又陵人期待的月份，因為這個月要去雅馬遜旅

遊，但也是最後一次和所有的交換學生去旅行了！在去雅馬遜之前其實並

不怎麼期待，因為一想到叢林，第一印象只是蚊子、草跟蜘蛛，和有一些

關於雅馬遜的落後與疾病問題..... 

      當我到了雅馬遜的第一站印入眼簾的居然是一個充滿現代感的一座

大城市，讓我對雅馬遜大大的改觀，在這趟旅行中旅行社安排了很多行

程，可以讓我們跟當地動物有許多的接觸與認識，而從小住在都市的我當

然對這些只出現在課本裡的動物相當好奇，其中我們看了雲豹、粉紅海

豚、樹懶、蟒蛇......，當我看到這些動物心中總是相當澎湃，尤其是可

以徒手的抓樹懶真的是一件相當難忘的是，他的動作真的是像電影裡的形

象一樣慢，相當有趣;我也和粉紅海豚有了親密接觸，我直接到了水裡和海

豚共游外，更可以直接的觸碰它，這是在別的地方無法體驗的，也為我的

雅馬遜之旅客下深深的一道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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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照片& 例會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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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18 年度 4/21-22 授證暨春季旅遊.女賓夕及扶輪家庭聯誼活動 

            
              4/12 頒贈中華扶輪獎學金&陳守善院長專題演講 

  
                         4/28 社友 AUTO 新廠擴大誌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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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母親節暨女賓夕及扶輪家庭聯誼活動&4/28 RYRMY 活動 

   
             5/6 交換學生與接待家庭攀登合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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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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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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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輪聯誼家庭 家庭支持扶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