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8-2019 年度 第 1071122 期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75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11 期 

中華民國一○七年十一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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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2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黃志豊 Press 

專題演講: 喝茶早知道~不只是喝的「普洱茶」及茶席 

          體驗  

主講人: 邱翊紘 Willy 社友 

社長：黃國卿  社長當選人：何應欽   秘書：林毅勳  會計：陳鴻文     糾察：邱仕銅 

2018-19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何應欽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黃國卿、鐘錦坤、林毅勳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節目主委: 林文耀

李國文、張煥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蔡秋明  出席主委: 葉仲任

曾復興、何應欽、黃文隆 扶輪基金主委: 曾復興  聯誼主委: 周國昌

陳鴻文、劉憲隆、黃志豊 公共關係主委: 黃志豊                   社刊主委: 廖嘉彥

陳威岳、鄭宇宏、林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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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INJECTION 社長的話 
 

  各位 PP.、IPP.、各位友社社長、社當、各位社友及夫人、今天的

Speaker Willy 社友及來訪的佳賓大家晚安，大家好。 
 

  承蒙我們 Willy 社友，今天專程來演說這次修心養性有氣氛的演講，

他用畢生的專業領域來分享給大家，絕對會讓大家都會收獲滿滿的，

也感謝五位社友夫人用心泡出有感情的茶香，給今天的所有佳賓，來

享受不一樣例會感受,真的很感謝大家的蒞會。 
 

  在我入國光社這幾年來，看到甚多 PP.或社友都不求回饋，在地區

擔任重要的職務，來為地區所有的扶輪社友作服務，因為就是他們的

付出，所以我們國光社在這幾年，在中部地區扶輪社是一個響噹噹的

優質社，這些的成就都是我們這些在地區服務的社友的所推動的。所

以我盼今年我們有擔任家長會長、各企協的理事長、站長、中分隊長

的社友們，更應該是我們國光社的專任公共關係大使，多闡述國光社

的扶輪精神，給各社團來了解，讓大里國光扶輪社的名氣，在這福爾

摩沙之島，擁有頭籌。 
 

  再來就是好的 Speaker 社友務要推薦給地區，這是必要目標，因為

有這麼好公共關係大使，在全國各地扶輪社或其他社團的演講，除了

他自己本人提昇外，我們國光社的聲譽，也因 Speaker 社友的奉獻而

沾光，於此感謝 Willy 您的付出，也盼我們很有才華的社友，能共構

這個區塊。 
 

  下個月就快年終了，節目或活動會越來越精彩，但要精彩又愉悅，

就要各位 PP.社友及夫人們，務要撥駕參與，你們的出席，就是我們

推動的馬達啊！ 

 

        謹祝各位扶輪先進 佳賓 閤家安康 事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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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秘書報告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旨: 函知外籍交換學生至台北參加全國高中甲組籃球聯賽行程。 

說  明： 

一、 青年高級中學邀請，本地區外籍交換學生至台北參加全國高中

甲組籃球聯賽行程(HBL)，請各接待社與接待家庭協助外籍學

生向學校請假。 

二、 當天活動內容如下： 

活動日期：2018 年 11 月 23 日 星期五 

集合時間：上午 9點集合 

集合地點：青年高級中學(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 100 號) 

時間 內容 

09:00-09:30
青年高中集合 (台中市大里區中湖路 100 號) 

請參考地圖，或公車動態系統查詢。 

09:30-13:00 國道漫遊(活動表演協調與分組) 

14:00-16:00 台北體育館 

16:00-18:00 用餐 

18:00-20:30 國道漫遊 

20:30 抵達台中火車站(舊前站) 

三、 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 

手機：0905-738-662)。 
 

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74 次例會，11 月 15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40 位   3.出席率: 66% 

 

COPPER 糾察報告 

第 1074 次例會 11 月 15 日歡喜黃國卿 1000 元、林毅勳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張明選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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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復興 300 元、劉顯彰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 

周國昌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葉仲任 300 元、 

邱翊紘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鄭宇宏 300 元、蔡慶堂 300 元、 

西屯社楊銘輝 1000 元、長安醫院柯智淵主任 2000 元。      

總計$9500 元 感謝社長、社友及來賓們的熱心歡喜。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075 次例會 11 月 22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專題演講:喝茶早知道~

不只是喝的「普洱茶」及茶席體驗 主講人:社友 邱翊紘 Willy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主講人學經歷】1996~2013 年度 
‧台灣凱恩斯延燒餐廳營運經理 

 (火山岩烤盤台灣及大陸專利所有權人) 

  專利證號 M459712 

‧台灣杜樂麗花園法式甜品戰略顧問 

‧中國金錢豹麵包烘焙坊事業部負責人 

‧中國金錢豹餐飲集團東北區執行副總經理 

  兼品牌總監(遼寧/長春/哈爾濱) 

‧德國安百森基金控股公司天津區負責人 

  (宴會與高端會所) 

‧澳洲 Internaty co.ltd 營運長 COO 

 (代理台灣連鎖茶飲與烘焙品牌) 

【主講人現任】 
‧全球岩燒牛排展店專家(火山岩烤盤專利租賃) 

‧佛光影音多媒體設計有限公司顧問 

‧陶花園精品茶莊主人 

‧中國德化觀與藏茶具品牌開發有限公司負責人 

【認證】 

‧法國藍帶美食協會大中華區榮譽副主席 

‧全球餐飲協會聯盟亞太區十大黃金經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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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台灣菁英名廚俱樂部榮譽顧問 

‧授法國藍帶美食協會高級專業經理人勳章 

‧授世界御廚協會藍帶騎士榮譽勳章 

‧東北大學國學應用管理講師培訓班 

 

【演講主旨】 

          認識普洱茶的知識與普洱茶的投資趨勢！ 

          加演一場茶席體驗以及實際參與茶席展演與茶席應有的認識！ 

                           ~~今日茶帖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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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第 1076 次例會原 12 月 6 日變更 12 月 8 日(星期六)入社 3年內 2016- 

   18 年度新社友請於上午新社友請於 9:00 到由總監當選黃進霖 MACLIN 

   授課;其餘社友請於上午 10:30 點報到  

   節目: 1-4 分區十社聯合親子活動暨 STAR 會議  

   地點:石岡沙連墩戶外學習營地(石岡區萬仙街岡仙巷 7-1 號) 

三.第 1077 次例會 12 月 13 日(星期四) 下午 6:30 節目:第 22 屆社員大會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四.第 1078 次例會原 12 月 20 日變更 12 月 15 日(星期六)下午 5 點 30 分  

報到聯誼 節目:太平洋社授證 20 周年慶典寄分區聯合例會 地點:全國

飯店-國際廳 B1  
五.第 1079 次例會原 12 月 27 日變更 12 月 22 日(星期六)下午 5 點 30 分 

   報到聯誼 節目:聖誕晚會暨女賓夕慶生會 地點:菊園餐廳-永隆店 

 

DESIGN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8-19 年上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二、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600 元、3462 地區基金 800 元、總會會費 100 元、2021 世界年會在台

北 1000 元、交接匾額 543 元、交接分攤金 1406 元，共 35,449 元，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000 元，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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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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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呂維哲 10 月報告 

學生姓名:呂維哲   派遣扶輪社名:大里國光 RC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名:Vila Galvao RC 

接待地區:D4430    目前由第一接待家庭接待 

目前居住地址: R. Mozart, 540-vila rosalia-Guarulhos-SP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3 次 

本月活動與內容: 

1. 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這個月每個星期都有開例會，但是去的人越來越少，大部分開會的內容其

實我也聽不太懂，所以開會時間我都在跟其他的交換生聊天。 

2. 2. 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 

基本上我的日常生活都沒什麼變化，九真的是每天上學然後待到五點回家，

星期一跟五有葡文課，之前問過 home 爸是否可以去健身房，他果斷拒絕我，

說真的，我要去我自己會付錢，我也可以坐 uber 自己跟朋友去，但是不知

道為甚麼不行，而假日，RYE 通常都有安排活動，不然我就會去住第三個

HOME 家，在那裏，我跟我的台灣朋友，可以坐地鐵到處去玩，像是我們常

常去日本街吃台灣人開的火鍋店，吃到跟老闆都認識了 

3. 其他: 

今年來聖保羅，其實沒有想像的好，因為巴西選舉的問題，到處都有示威

遊行，這些遊行也間接地影響到我們，因為遊行的所在地，都是在一些有

名的景點，例如: AV. Paulista 在選舉之後，變成一個很危險的地方，有

很多地方都有人在打架，但還好下個月就是第一次旅行了，真的很期待。 

4. 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會的建議： 

沒有甚麼問題，只是在巴西感覺變成媽寶，去到哪裡 home 爸媽都會擔心，

之前問過一次可不可以出去，home 爸直接變臉，然後問我一堆問題問了快

30 分鐘，然後這個月沒什麼出去，所以沒什麼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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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陳欣妤月 10 報告 

學生姓名：陳欣妤派遣扶輪社名：大里國光扶輪社RC 

接待國家：秘魯接待扶輪社名：San Borja SurRC 

接待地區：D4455；目前由第一接待家庭接待。 

現 今 居 住 地 址 ： Calle Alameda el triángulo mz DA lote 14, 

Urbanización Las Brisas de Villa. Chorrillos. Lima.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沒有 

本月活動與內容： 

1.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社長講一些事，然後這個月我有報告大旅遊的事和我們交換學生正在進行

的一個公益項目。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Tres meses en Perú！ 

三個月惹~首先要先說說上個月沒有認真提過的大旅行！由於那時候旅行還

未結束，所以現在來好好講講。 

大旅行的第一站是庫斯科（Cusco），那天早上為了要從利馬搭飛機去庫斯

科一點半就起床了，真的累死寶寶，因為庫斯科的海拔比較高，三千多公

尺，所以上飛機的時候吃了預防高山症的藥，一開始很擔心自己會有很嚴

重的高山症，結果到的時候並沒有任何不舒服，覺得藥太有用了哈哈。一

抵達庫斯科就看到美美的藍天，真的超級感動，因為在利馬幾乎看不到蔚

藍的天空，所以心情超好的，接著就到飯店去等待其他城市的交換學生來

集合，大家都來的那個時刻很感動，就像是好久沒見面的朋友，一直期待

著這個大旅遊能見上一面，我也跟我非常想念的一個丹麥的女生見面了，

旅行還沒開始就已經非常幸福了。接著是真的要開始啦~在庫斯科玩了五天，

第一天去了一個博物館，導遊帶著我們參觀還認真的為我們介紹裡面的建

築物，結束博物館後就去參觀印加文化了！開始一連串的步行與學習新知，

真的很美，古老的建築配上一大片草原，讓人心曠神怡啊~~在這樣的環境

下最能思考事情了，但不得不說庫斯科的風是真的很大，而且日夜溫差也

比利馬還要大，不瞞你們說，整個大旅行十四天，我第二天就感冒了...對，

就是很弱那樣（旅行結束回到利馬感冒才好）因為玩到晚上，所以很幸運

的在山上看到庫斯科的夜景，很漂亮，第一天就在庫斯科的夜景中結束，

第二天一早就出發去另一個地方看印加建築，步行四個小時，超級累，因

為海拔比較高所以又更累，而且下山的時候還滿危險的，覺得自己沒有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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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在那真是萬幸，不過快到山腳下的時候竟然流鼻血惹~~因為天氣太熱，

又沒有補充水分，是說已經很久沒有熱到流鼻血了哈哈，下午仍然是看古

文化（因為來庫斯科就是要看印加文化，所以基本上都是在看古文化）不

過比較涼爽了，所以很舒服 ，那裡一個天然的溜滑梯，導遊給我們十分鐘，

然後所有的交換學生就好像小孩子一樣，開始往上爬，然後再邊叫邊溜下

來，那一刻我發現其實看似堅強的我們，都只是孩子而已，結束之後就開

放自由活動，大家都去買當地的東西，那個晚上我花了一千多台幣，真的

沒有在誇張，真的太可怕惹，但是我很認真在殺價，大旅行之前轟媽教我

的XD第三天就是出國前媽媽最期待我去的地方！彩虹山！彩虹山海拔五千

多公尺，空氣真的很稀薄，走個兩三步就超級喘的，最重要的是我在爬的

時候根本沒有看到什麼「彩虹」山，都是層層白雪，爬到一半本來很不舒

服想說不要爬了，但是又覺得都來這了要是沒看到多可惜，就算是真的沒

有彩虹山，也要親眼看到沒有才可以走，於是憑著這份信念與丹麥的那個

交換學生一起攻頂了！然後呢？沒錯，我看見彩虹山了，它是真的存在，

不是騙人的，當太陽出來融化了雪白的面具，才看見五顏六色的它，那時

我才明白為什麼要那麼早起，天還沒亮就去爬，因為看著雪融化時出現的

它，更讓人感動，爬上山頂時真的很想大喊「媽~你看我真的爬上來彩虹山

了！」只是山頂實在太冷，所以大家都很快的拍完照就下山了，接著可怕

的事發生了...可能是因為下山走太快，所以高山症整個發作，回到巴士上時

想說睡一下就好了，結果頭超級痛，心跳也一直超級快，差點覺得自己要

掛掉，到了吃飯的地方真的受不了，就跟輔導顧問說，結果說完眼淚就掉

下來了，雖然我也不知道為什麼會哭，但是那一個被顧問抱著的時候就是

想哭，總之在顧問和法國交換學生Eva的照顧下，我很快就恢復了精神，我

超級感謝Eva他一直在照顧我，回飯店的路上還擔心我冷，把他的外套通通

給我，他讓我知道，其實不管是哪一國人都沒有別人說的那麼冷淡，完全

是以偏概全的說法，我真的很幸運可以遇到他這麼好的朋友�隔天我們就出

發前往馬丘比丘，沿路還去看來兩個不同的印加文化，然後去搭火車前往

熱水鎮，因為抵達熱水鎮已經是晚上六點了，所以我們住在熱水鎮一個晚

上，然後隔一天才去馬丘比丘，從熱水鎮有兩個方式可以上去馬丘比丘，

一個是爬山，一個是搭巴士，小女子我就想這是我第一次來馬丘比丘，也

可能是最後一次，如果不爬上去會後悔的，於是我就選擇爬山上去馬丘比

丘了！沿途真的超級美的！本人由衷建議若是體力還行就爬山吧！因為爬

上去比較有成就感哈哈，去馬丘比丘的那天正好是到秘魯兩個月，算是一

種紀念吧~站在馬丘比丘還是覺得很不真實，心裡想著兩個月過了啊...看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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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丘比丘的壯觀，心裡卻想著家，不過還是有認真欣賞風景和聽導覽啦哈

哈，結束馬丘比丘之後就回到飯店收拾行李，隔天早上去看完最後一個在

庫斯科的文化之後就往下一站普諾（Puno)前進了。 
到普諾已經是晚上了（坐了很久的車覺得屁股要爛了XD）所以吃完晚飯就

回飯店準備隔天去蒂蒂喀喀湖！蒂蒂喀喀湖超級大的！大到什麼程度呢？

大到我在坐船的時候我以為我們是在「海上」但其實...是湖啊~~~在普諾的

行程是去蒂蒂喀喀湖上的小島遊覽，我們在一個小島上住了兩個晚上，住

在當地家庭裡，因為主委說那裡的家庭比較貧窮，所以我們就帶了一些米

和糖給他們當作給我們地方住的謝禮，不過很幸運的是我在普諾的轟家是

有熱水可以洗澡的，聽說有些人沒有熱水，只能洗冷水，普諾比庫斯科還

冷，還洗冷水，光想就冷起來，在小島上最重要的事是要去當地的學校幫

忙他們做一些事，第一天我們去做了一個小型的自我介紹活動，第二天去

幫他們粉刷牆壁，幫他們煮飯，還有帶一些學生需要用到的東西送給他們，

看著小朋友臉上開心的表情還有我們粉刷完的牆壁，很有成就感也覺得很

幸福，就是那種幫助別人自己也會覺得很快樂的心情，在小島的最後一個

晚上，我們穿上當地傳統服飾與他們一起跳舞，度過了美好的夜晚，隔天

我們道別了在普諾的轟家，出發其他小島玩，結果另一個台灣的交換學生

就身體不舒服（真的是超可怕的那種不舒服，我快嚇死了）所以我在照顧

他，後面的小島就沒參與了，當天我們回到普諾市區，隔天前往旅行的最

終站阿雷基帕（Arequipa)！ 
正式進入阿雷基帕的市區前，我們先去了科爾卡峽谷（Colca Canyon)去那

裡看風景和泡溫泉，這是我第一次泡天然溫泉，超級舒服的，但是泡完真

的很累，就是全身放鬆之後的那種累，整個人被掏空的那種，第一次體會

這種感覺，很新鮮哈哈，在科爾卡放鬆了兩天後我們就進入阿雷基帕市區

了，第一天到阿雷基帕就去參觀博物館，我依然沒有聽懂很多，但是勉強

有吸收到知識啦XD結束博物館就去吃飯，結果吃飯的時候那個丹麥的女生

就不舒服，主委看到這個情況就決定取消後面的行程讓大家回飯店耍廢，

因為實在是太多人生病了，所以我們去了廣場吃阿雷基帕必吃的乳酪冰淇

淋（超級超級美味）就回飯店了，雖然很可惜但是當時我也確實有點疲憊

了哈哈，因為前面實在是行程太多太趕，真的很累，到了晚上我們出去吃

飯，然後有自由時間去逛阿雷基帕的廣場，阿雷基帕的廣場晚上超級美的，

跟早上的風格很不一樣，跟早上比起來，我更喜歡晚上的阿雷基帕，還意

外的發現阿雷基帕的垃圾車音樂是小美人魚的Under the sea！超級可愛的

啦！想住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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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這樣我的第一次大旅行在阿雷基帕畫上句點，這兩個禮拜很快樂很疲憊

很充實很幸福，期待下一次的旅行� 
-------感謝看到這裡的你，因為還沒結束------ 
終於說完旅遊的事了，沒辦法旅遊太充實了哈哈，接著要說國慶酒會的事~
駐秘魯台灣辦事處在秘魯舉辦了台灣國慶酒會，非常榮幸受邀出席，在國

外過國慶日的感覺很特別，而且這個酒會讓人感到很溫馨，一種就算不在

台灣也能一起過國慶日的歸屬感，那種感覺真的很棒，而且食物很好吃哈

哈!! 
旅遊結束後我開始回學校上課，但是剛好碰到他們的類似段考的東西，所

以我去學校發呆了一天，但是在這裡很不一樣的是他們一天只考一個學科，

考一個禮拜，然後早上七點五十到十點是空檔，然後十點考試考到十一點

放學，在我的認知裡那段「空檔」如果放在台灣應該叫做「自習」可是在

秘魯你完全看不到那時候有人在看書，大家都在聊天、打牌、滑手機，我

真的是大開眼界，在台灣根本就不可能會發生這種事。 
更不一樣的是在秘魯每考完一次大考，就會放假一個禮拜，超級爽啊！然

後，對我就跟著放了一個禮拜（不用考試還跟著人家放假XD）所以我玩了

三個星期（兩個星期在旅遊，一個星期放假）媽媽表示我過太爽了，害她

都想來秘魯交換了哈哈哈。 
不過說實話放假其實滿無聊的，我每天都躺在床上滑手機哈哈，超級頹廢，

直到星期四的晚上媽媽終於有空帶我出去晃晃，於是就和其他交換學生去

一個很大的噴水池公園，在那個公園裡有很多座噴水池，晚上的時候就會

打燈，非常漂亮，我超級喜歡這個公園，給人的感覺超級浪漫啊~我們還在

那看了一場噴水池秀，超級厲害~希望下次有機會再去那裡� 
最後最後！要說說假日跟比利時的交換學生一起去Pachacamac，
Pachacamac是一個很像山路的步道，走起來並不累，我覺得應該是在大旅

遊訓練完的關係哈哈，一路上一直在跟那個比利時的交換學生聊天，我覺

得這樣很棒，因為可以邊散步邊聊天，很喜歡這樣的感覺。 
這個月其實滿低氣壓的，因為發生了很多事，所以想家的時刻多了很多，

常常是自己一個人待著然後眼淚就不知不覺流下來了，但總覺得這樣沒有

不好，因為每一次放肆讓自己流下淚水時，好像都能多一份勇氣去迎接未

知的明天，想家是必然，無可否認，無法避免，但最重要的是如何讓自己

在這種情緒下還能享受交換生活，我想我是做到了吧！:) 
3.其他：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會的建議：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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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山                                   馬丘比丘 

     
 庫斯科買的傳統服飾     普諾傳統服飾                            科爾卡峽谷 

   

              國慶酒會                                          公益項目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王勇皓 10 月報告 

學生姓名：王勇皓(Jacky)派遣扶輪社名：TALI KUO KUANGRC 接待國家：

巴西(Brazil)接待扶輪社名：NorbrexRC 接待地區：D4500； 

目前由第一個接待家庭接待。 

現今居 住地 址 ：Rua Neto Campelo,70 

apartamento1302-Torre-Recife-Pemambuco CEP:50710-450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差不多七,八次(不過跟顧問見面的時間不一

定是會在扶輪社或活動上,有時候出去玩或慶生顧問也會跟著我們一起同樂) 

本月活動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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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在扶輪社的例會也就跟前幾個月差

不多,沒有太大的區別,不過頻率還是滿高的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在學校

方面大家都很照顧我也很幫助我不管是老師和同學都對我非常友善,不過因

為學校 有考試,所以有將近一個禮拜我不需要去學校,所以在家裡也耍廢

了一下,不過巴西這裡的 學校他們考試都考一整天(順帶一題我這邊上課時

間是早上 7:00 到中午 1；10),而且一次考 都考一個禮拜,是滿特別的,因為

在台灣像是期中考或期末考頂多就是考兩三天而已,而且 在台灣我們考試

都會有自習時間,而巴西這邊也有,不過不一樣的是他們這裡的自習不是 

拿來看書,而是拿來放鬆的,所以你會看到有些人不是在玩手機玩遊戲就是

在那裏聊天,這 現象在台灣是不可能看得到的 XD,而且只要有時間轟家都

會帶我們交換生一起出去玩,儘管只是一起去吃個東西,那種感覺也是滿有

特別風味的,總之我在這裡的生活過得還滿愉快的 

3.其他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給委員的建議 

我發現來當交換生的英文都流利的很可怕，彷彿英文是他們的母語一樣,這

點是我還要再多多加強的,不過在葡語方面我自己感覺聽懂的東西越來越多

了。 

   
   轟媽生日              參加博物館         巧遇有名雕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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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及活動照片 

    
     11/15長安醫院-柯智淵主任 專題演講:關節退化有前兆，如何自我檢測 

  
              CNC PP.捐贈社區服務基金及扶輪之子基金 

  
                      社區服務-復興國小英語教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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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林褒忠地區扶輪之子認養計畫及相見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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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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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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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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