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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80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13 期 

中華民國一○八年一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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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3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蔡政憲 HUMAN 

節目:  扶輪之子第三次相見歡暨國光獎助金頒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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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社友、夫人、各校的師長及同學  大家

晚安 大家好! 

 

今天是 2019 年的第三天，邀約來了很多貴客，是我們屯區的

優質的師長們，及各校出類拔萃的同學們，我與大里國光扶輪社，

誠摯歡迎大家來例會。 

 

在 2019 年度的開始，社裡也是喜事連連，Cooling 社友喜獲孫女，

而 Jamei 教授亦喜獲兩位金孫(雙胞胎),在此代表國光社，向兩位

社友及夫人，致十二萬分祝賀。 

 

而我們 PP. Pharma 代表大里國光社與分區長官去緬甸仰光鄉

區做一個國際社區服務，捐贈 2 萬多元的美金，蓋了數間的教室，

讓學童有學習的環境，為我們台灣貢獻最實質的外交。 

 

這次第三次扶輪之子相見歡，著實謝謝我們大里國光社最用

心的扶輪之子主委 House 細心的籌劃，及愛心橋藝社主委 PP 

Jason、PP S.T 和各位橋藝社社友傾力的幫忙，更有我們充滿愛心

社友及夫人的長期認養計劃，才能使這三次(台中、雲林、南投)

相見歡圓滿達成，為我們國光社在 3462 地區或社會得到很多的喝

采，我代表社裡向上述的各位，致上最大的敬意及感恩。 

  再一個月就是農曆春節，也是猪年的開始。在此我祝各位社友

夫人、各位與會佳賓，閤家安康，諸事順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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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 秘書報告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 主旨：檢送國際扶輪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獎勵獎項及申請辦法 

，並請相關單位推薦獎勵名單，惠請查照。 

說明： 

一、參照國際扶輪政策及地區年會工作計畫案辦理。 

二、為表揚年度扶輪有功人員，特設置獎勵辦法，包括：國際扶輪 RI 獎、 

    地區個人表揚獎、地區團體獎等(如附件一)，各項獎項說明(如附        

    件二、三)。 

三、請相關提名單位填寫獎勵申請表(如附件四、五)或至 3462 網站下載：    

   http://www.rid3462.org.tw/downloads/，依檔案格式製作成附加檔      

   案 E-mail 提報至總監辦公室，並將申請檔案副本轉知 貴分區助理總監。

四、申報地區年會獎項請各社於 108 年 1 月 31 日(一)前提報至總監辦公 

    室，以利審核作業進行。 

    聯絡人：陳文宜 (Vickey)    電  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五、申請截止後，總監辦事處彙整各項獎勵推薦名單召集相關委員會審選。

附      件：一、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獎勵獎項及申請辦法 

            二、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個人表揚奬項 

            三、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團體表揚奬項 

            四、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各社獎勵申請表 

            五、3462地區第二屆地區年會-各委員會申請表 

獎勵獎項： 

一、國際扶輪 RI 獎項 

1. 國際扶輪超我服務獎(RI Service Above Self Award) 

    受 獎 人：全世界每年最多 150 位 

    提名程序：由 D.G. 或 I.P.D.G. 推薦，轉報 RI (每人至多提名 3 人) 

    給獎單位：RI 社長  

    表彰要件：表彰表現出足為人道服務楷模的扶輪社友。(現任、將上任 

   、剛卸任總監和現任、將上任、以及前扶輪基金保管委員與 RI 理事 

    在任職 RI 後兩年內都不具備資格)。 

2. 國際扶輪重大事功奬(RI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Award) 

    受 獎 人：每地區一社  

    提名程序：社申請，委員會遴選，總監選一簽署，轉報 RI。  

    給獎單位：RI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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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彰要件：表彰扶輪社所辦理的傑出社區服務專案。 

3. RI 扶輪奬(RI Rotary Citation) 

二、地區個人表揚奬項(1-11 由地區提報) 

地區特殊貢獻獎：擔任地區秘書長或總監特別提名對地區事務有特殊貢

獻者。 

1. 地區服務功勞獎：擔任地區團隊如地區副祕書長、地區財務長、地區會

計長、地區親睦團隊、地區五大主委、地區執行秘書或其他對地區事務  

推行有功地區委員會成員等。 

2. 助理總監獎：擔任地區及分區之所有助理總監均列名 

3. 分區副秘書長獎：擔任各分區副祕書長均列名 

4. 最佳社務獎：本年度各社社長 

5. 最佳輔佐獎：本年度各社秘書 

6. 創立新社社長獎：本年度新成立扶輪社之創社社長(C.P) 

7. 輔導新社獎：本年度新扶輪社之輔導主委 

8. 年會辛勞獎：實際參與本年度年會之工作人員 

9. 職業特殊奉獻獎(附資料與相片) 

10. 地區國際義診獎：各社參加或捐助本年度國外義診之社友 

11. 青少年領袖營功勞獎(RYLA)：推薦子女參加本年度青少年領袖營之社友 

12. 青少年交換功勞獎(RYE)：推薦子女參加本年度青少年交換之社友 

13. RYE 接待獎：本年度參與接待 RYE 之社友 

14. RFE 扶輪友誼接待獎：本年度參與接待 RFE 扶輪友誼之社友 

15. NGSE 新世代服務交換獎：推薦參加本年度 NGSE 新世代服務交換之社友 

16. 認養扶輪之子貢獻獎：本年度認養扶輪之子之社友 

17. 保羅哈里斯協會(P.H.S)會員獎：本年度承諾加入保羅哈里斯協會會員

之社友 

18. AKS 捐獻獎：本年度 AKS 捐獻者 

19. 巨額捐獻獎：本年度一次捐贈十顆 PHF 以上(美金一萬元)之社友 

20. 保羅哈里斯之友(P.H.F)捐獻獎：本年度捐獻保羅哈里斯(P.H.F)美金一

千元以上之社友 

21. 『根除小兒麻痺』捐獻獎：本年度捐獻 200 美元以上之社友 

22. 永久基金捐獻獎：本年度捐獻 500 美元以上之社友 

23. 扶輪長壽獎：本年度 90 歲以上之社友 

24. 扶輪長青獎：本年度 80 歲以上之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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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資深扶輪獎：本年度扶輪資歷 40 年以上之社友 

26. 推薦新社友獎：本年度推薦 1 人以上之社友 

27. 連續十年以上 100%出席者獎 

三、地區團體表揚獎項 

1. 地區和平奬(請附文字說明與照片(以下任一) 

    (1)貴社派員參加和平論壇 

    (2)各社辦理和平研討會 

    (3)社區辦理和平講座 

    (4)社區學校反霸凌宣傳活動 

2. 社務發展卓越奬(至少達以下兩項(請附文字說明與照片) 

(1)至少每三個月舉辦一次 STAR 會議，至少有 5 人或三分之一以上社友

參加。 

(2)至少每季舉辦一次內輪(spouse)聯誼活動。 

(3)至少每季舉辦一次扶輪家庭聯誼活動。 

(4)至少舉辦一場社內年度『策略計劃』研討會議，與前領導人、現職

領導人及未來領導人腦力激盪，為未來願景、優先計畫與使命事先做好

有延續性的目標與計劃。 

3. 社員成長奬：(資料截至 2019/01/31) 

(1)社員成長卓越奬：本年度社員淨成長 5人以上 

(2)社員成長傑出奬：本年度社員淨成長 3人以上 

(3)社員成長奬：本年度社員淨成長 1 人以上 

4. 輔導新社獎：本年度輔導成立一個新扶輪社/扶青團/扶少團 

5. 扶輪傑出網站奬(請提供網址即可) 

6. 特優/傑出/優良社刊奬-週刊(請附資料，應每週出刊。) 

7. 優良社刊獎-月刊(請附資料，應每月出刊。) 

8. 職業服務奬(請附職業服務活動資料與相片。) 

9. 國際服務奬(請附相關資料與相片，達成以下任一項。) 

(1)Global Grant (WCS) 

   (2)扶輪聯誼會(參加國際聯誼會議或活動) 

(3)地區國際義診(參加國際義診活動或響應捐款之扶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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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社區服務卓越奬(請附社區服務活動文字說明與相片) 

11. 扶輪之子認養獎(有認養扶輪之子之扶輪社) 

12. 新世代服務奬 

(1)Interact (團員成長百分率) 

(2)Rotaract (團員成長百分率) 

(3)RYE (outbound 及 inbound 人數) 

(4)RYLA (參加人數) 

13. 公共關係奬(請附廣告、媒體、看板、報章、雜誌等文字資料與相片) 

14. 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獎 

(1)百萬功勞晉級獎：捐獻中華扶輪教育基金累計達新台幣一百萬元之

扶輪社 

(2)十萬功勞晉級獎：捐獻中華扶輪教育基金累計達新台幣十萬元之扶

輪社 

(3)教育基金貢獻獎：全社 100%統一捐款 600 元 

15. 扶輪基金貢獻奬(達成以下任一項) 

(1)全社捐獻平均達每人美金 100 元或以上之各社 

(2)產生一位以上 AKS 捐獻者之各社 

(3)產生一位以上永久基金捐獻者之各社 

(4)產生一位以上巨額基金捐獻者(Major Donor)之各社 

(5)產生一位以上「保羅哈里斯協會」會員之各社 

16. 社友地區年會 100%參與奬  

17. 地區年會 200%註冊奬 舉辦扶輪日獎(請附相關活動資料及照片等) 

18. 舉辦扶輪日獎(請附相關活動資料及照片等) 

 

(二) 主旨：請通知貴社外籍接待學生與派遣備取生參加「台北兩天 

一夜101跨年活動」，即請查照周知。 

說明： 

一、 本地區 RYE 委員會於 12 月 31 日~01 月 01 日辦理「台北兩天

一夜 101 跨年活動」，相關活動內容請詳如《附件一與附件二》

 集合時間：2018 年 12 月 31 日(一) 09：30 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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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與接回地點：Tiger City 老虎城 

 集合與接回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河南路三段 120 號 

 接回時間：2019 年 1 月 1日(二) 回程時會請學生通知家

長。 

二、 為避免學生集結聚會不良場所，活動結束後所有學生皆須返回

家庭，請所有家長務必各自接回學生。相關聯絡電話與接送者

資訊煩請各接待社統一於 12 月 28 日(五)前填妥回函附表

https://goo.gl/forms/2qiZqdAAYFFzRPfJ3 一併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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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主 旨:函請各社轉知本地區2018-19年度第二屆地區年會友誼商店 

招商須知，提供有意設攤之廠商，詳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依地區年會召開各委員會籌備會之決議辦理。 

二、依據往例年會期間設立友誼商店共20 攤，提供社友或非扶輪社友租 

借展售，攤位1天租金：扶輪社友與非扶輪社友皆$18,000。 

三、國際扶輪3462 地區第二屆年會友誼商店招商須知： 

1.開店日期：108 年3 月17 日（星期日） 

2.開店時間：3 月17 日 上午8：00 進場下午5：00 結束 

           下午6：00 前請將攤位恢復原狀，並打掃乾淨。 

3.地點：台中葳格國際會議中心(台中市北屯區軍福十八路328 號) 

4.提供設備：會場原則上提供每攤帳篷3 X 3 米1 頂、180 cm 長桌2張、   

椅子2 張。 

5.預期效益：本屆年會報名與會社友暨寶眷約3000 人。 

6.注意事項 

(1)會場提供電力(請各廠商提出電力需求)。 

(2)大會將印製各攤位招牌；提供通行證乙張。 

(3)謝絕販售違禁、仿冒或黑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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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各攤商製造的垃圾需自行打包置放到大會指定位置。 

(5)禁止使用擴音器、麥克風喇叭、瓦斯式氣笛等噪音製造物。 

7.各廠商需租攤位者，敬請於108 年1 月31 日前連絡登記，並請各 

廠商將簽約約定書寄至總監辦事處。 

聯絡資訊如下： 

地區年會秘書長 楊隆豪 Younger (行動電話:0987-905599)， 

總監辦事處執秘 陳文宜 Vickey (電 話:04-23177238)。 

8.本屆年會友誼商店招商共20攤，主辦單位將依照各廠商報名日期、繳費

先後順序為考量依據，額滿為止，主辦單位有權保留變更之權利並依實際

狀況調整。 

四、租金繳費方式如下 : 

請以匯款或即期支票方式至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辦事處專戶 

1.電匯 銀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銀行代號803) 

銀行帳號:034-10-0030623 

戶 名: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2.支票 支票抬頭:國際扶輪3462地區2018-19年度總監沈登贊 

地址:40750 台中市西屯區甘肅路1段209號 

電話:(04)2317-7238 傳 真:(04)2317-6059 

E-mail:d3462y1819@gmail.com 

3.匯款請備註公司名稱，並請附上匯款單e-mail 至總監辦事處 

五、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79 次例會，12 月 22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52 位   3.出席率: 85% 

 

COPPER 糾察報告 

第 1077 次例會 12 月 13 日歡喜黃國卿 1000 元、林毅勳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林炳村 300 元、廖欽炯 300 元、蔡秋明 300 元、 

戴百樟 300 元、莊榮華 300 元、張煥文 300 元、劉國勳 300 元、 

曾復興 300 元、劉顯彰 300 元、曾建忠 300 元、鐘錦坤 300 元、 

陳益武 300 元、陳鴻文 300 元、何應欽 300 元、劉憲隆 300 元、 

康賜鑫 500 元、邱仕銅 500 元、胡開化 300 元、黃承偉 3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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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祈雄 300 元、葉仲任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黃志豊 500 元、 

吳彥恆 300 元、陳威岳 300 元、鄭宇宏 300 元、邱志明 300 元、 

林文耀 200 元、王國瑋 300 元、呂榮文 300 元、蔡慶堂 300 元、 

姚忠逸 500 元。     總計$12100 元 感謝社長、社友的熱心歡喜。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080 次例會 108 年 1 月 3 日(星期四) 下午 6:00 節目:扶輪之子第三 

   次相見歡暨國光獎助金頒贈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二.第 1081 次例會原 1 月 10 日變更 1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6:00 節目: 

   社友吳本源榮任理事長  地點:好運來餐廳。 

三.第 1082 次例會原 1 月 17 日變更 1 月 19 日(星期六)下午 6:00 節目: 

   內輪會春節蘭花頒贈暨慶祝元月女賓夕活動  地點:菊園永隆店。 

四.第 1083 次例會 1 月 24 日(星期四) 下午 6:00 節目:2017-18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詹承翰及黃韋豪歸國報告&2018-19 年度 INBOUND 

  交換學生中文報告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五.2 月 7 日(星期四)適逢春節期間，休會一次 

六.第 1084 次例會 2 月 16 日(星期六)下午 5:30 聯誼報到  

   節目:新春團拜暨慶祝女賓夕活動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是日召開 2月份理事會，請理事提早 4:50 報到開會 

 

DESIGN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8-19 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共 3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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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SON 扶輪家庭主委報告 

1 月 12 日 上午 11:00    地點:桐林逸園 霧峰區中坑巷 181 號 

24°03'38.9"N 120°44'35.7"E  請大家可以早點出門，一起去踏青。 

舉辦 1月份家庭懇親會由五組合辦: 

蔡秋明、莊榮華、戴百樟、鐘錦坤、張明選敬邀同組社友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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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陳欣妤月 11 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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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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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這個月有報告台灣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Cinco meses en Perú! 

酸甜苦辣綜合的交換生活竟然就這麼過了一半...真的超級快，這個月的憨

憨魚又做了哪些事呢？ 

首先是不得不給自己一個掌聲加尖叫的西文報告 XD 所有交換學生都有一個

任務，就是要將自己的國家介紹給自己身在的扶輪社，還沒出國前 RYE 的

訓練有讓大家都要做一個英文的簡報，對，所以我在這都用不到 XD 整個砍

掉重來，還記得那時候講英文就覺得自己快死了，出了國才發現，呀~英文

算什麼 XD 其實我一直都很緊張哪天輪到我，我會死在台上，就在我的輔導

顧問一跟我說：Yoyo 這週換你報告囉！然後我就開始用我之前因為怕會掛

掉早就開始重做的簡報開始寫稿，然後去學校請同學幫我改錯誤的地方，

他們還陪我練習，超級感動！真的覺得遇到一群超級超級超級棒的同學！ 

終於到了報告的那天，我順利的沒看稿完整的報告完我的國家和我在台灣

的生活，一報告完覺得整個人都虛脫了哈哈哈，心中的大石頭就在那刻整

個砸在心上這樣，聽到大家的掌聲和自己的表現就覺得自己好像比以前再

更前進的一點，也許跟其他很厲害的人比起來我還是很多不足，但是一點

一點再進步感覺滿有成就感的。 

接著是 Huarochiri！因為結束了在那邊的計畫，所以去做最後的收尾！與

小朋友們道別，也送一些教科書去給他們。我們一到那邊有些小孩就衝出

來，還有一些曾經被我上過課的小孩們看到我就大叫「Yoyo!」害我差點感

動哭 XD 主委看到這個情形還說：看起來台灣很受歡迎喔！我真的很開心可

以去 Huarochiri 帶給他們一些東西，雖然因為西文真的沒有超級好那種，

所以很多時候上課的東西可能不會太滿，一開始很害怕他們會不會覺得這

個姊姊西文不好，教的很差，上課無聊之類的，但是看到他們良好的反應



   

  

  12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8-2019 年度 第 1080103 期

 

我真的覺得自己認真的準備每一次活動是件很值得的事❤□即使很疲累也

在那一刻都化為烏有了。要走之前小朋友問了一個問題，他們希望我們講

一個在我們的國家中最重要的東西，其實我不知道是什麼哈哈，但在我認

為應該是「歷史」吧！因為台灣是個多元文化的國家，如果沒有歷史我們

就無從了解這些文化是如何傳入台灣，又是如何成為台灣的一部分的。小

朋友又問，那中國跟台灣一樣嗎？（哇塞這個我真的沒辦法用西班牙文解

釋了）於是主委就幫我解釋，他說：台灣跟中國以前本來是一起的，但現

在他們是兩個不一樣的國家，而我們這個新的國家就叫台灣。太敏感卻很

重要不是嗎？我認為不管是中華民國還是台灣都是我生活的地方，最重要

的是我們有沒有在乎我們生存的這個土地，而不是一天到晚爭吵要不要獨

立。當交換學生之所以要比之前表現再更好，不僅僅是為了我自己，更是

因為我在這不只代表我自己，我還代表國家。當回國的那天到來，所有在

秘魯的人除了接待家庭，都只會記得「你是哪個國家的人」如果你給人就

是那種只會無理取鬧的印象，那將來他們提起的時候就是以下狀況：那個

台灣之前有一年的交換學生都不跟大家配合... 

所以，我在這裡深深體會到，做好自己的事情也是很重要的，不要以為是

自己的事不會影響別人，我們的一舉一動可都是代表國家的啊（突然這樣

講壓力好大哈哈） 

這個月也迎來了長達兩個月的假期~我現在在這應該要叫「暑假」最後一天

去學校真的超級捨不得，雖然不是最後一次見面，但就是難過，就如同我

之前的月報告所提，我真的遇到一群很棒的同學，雖然這五個月的時間前

後扣一扣我只去上學兩個月，但是因為有他們，這兩個月我真的過得很開

心，有時候我真的找不到去學校的意義，但當最後一天到來，我才了解去

學校的意義是為了遇見這群很棒的同學。 

這個月 RYE 組織一個聖誕晚會的活動，這個活動是為了募款而舉辦的，內

容是由所有交換學生帶大家認識各國是如何慶祝聖誕節的，由於台灣本身

沒有過聖誕節的習俗，所以我們就在晚會上向大家展示「過新年」！還唱

了一首新年應景的歌曲，然後所有的交換學生就說：我們不知道歌詞是什

麼，但是那個旋律已經印在腦海裡了 XD 超級洗腦。晚會的最後是交換學生

跳一支舞，跳完之後大家就開始一直大叫然後全部的人通通抱在一起，一

群瘋子那樣哈哈哈。因為我們為了這個晚會真的花超級多時間，我們一個

月前就開始排練，幾乎每天放學都集合在一起為了讓表演能夠完美，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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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所有的節目和表現都比我們預想的還要順利，所以大家都很感動也很開

心。當我們一次又一次成就不凡，就會成長蛻變。 

結束晚會之後終於有一個禮拜左右的時間可以休息，所以我去做了兩件事

分別是陪別人去 Gamarra 挑畢業舞會的衣服和看電影。不得不說當我一走

進 Gamarra 我以為我重回小時候在大陸武漢的街道（現在應該不一樣了

吧！）就是超多人，超多商家，還人提著衣服就在街上跟你推銷，真的超

級可怕，陪他們挑完我那天回家真的超累，那個地方雖然衣服很便宜，但

是但是其實我不會想去第二次，買個衣服像在打仗一樣，然後你還要隨時

注意你的包，不然隨時有可能被搶，就是會讓你筋疲力盡那樣。過了幾天

我跟另外一個交換學生去看電影，看什麼呢？看無敵破壞王 2！現在完全就

是看西文版無字幕超習慣的概念哈哈哈，很推薦這部電影，特別是看待友

情很重的人，電影的最後我哭了，看看現在的自己和電影中的人物能深刻

的了解，不是一直在身旁的才叫朋友，即使分隔兩地，只要我們都知道彼

此還在，就是友情的延續。其實有時候還是會覺得孤單，但是我知道我不

是一個人，謝謝一直都在的你們一直不斷給我走下去的力量。 

這個月還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我十七歲啦~~~今年因為時差的關係

我多過了半天的生日 XD 超級有趣，生日那天早上不知道為什麼腦海一直徘

徊著哥哥在我十五歲那年跟我說的話，他說：妹你已經十五歲囉？再三年

就十八了耶！現在我要對他說：哥！我再一年就十八歲了！真的超級快的，

這也是第一次過生日親人不在身旁，而且以往的生日都是跟家人朋友過，

但這次他們都不在我身邊，還是有點難過就是了，但是我的寄宿家庭有幫

我過生日，而且奶奶還自己做蛋糕，超級好吃的草莓蛋糕，真的超級謝謝

奶奶❤□也謝謝媽媽和舅舅送我一件漂亮的衣服，超級喜歡的。十七歲，

也會持續努力前行，不會讓自己失望，接下來的交換旅程也會繼續加油

的！！ 

生日結束後的幾天是 RYE 今年的最後一個活動！！聖誕晚餐！食物的部分

是由我們負責，每個國家做一道菜，我們選擇甜點的部分，做了「珍珠奶

茶棺材板」結合珍奶和台南美食，大家都說好吃，真的超開心，覺得我們

選對食物，那天晚上有放聖誕音樂，後來交換學生就開始亂換哈哈，途中

還放了我們聖誕表演的那首歌，然後所有人聽到歌就全部集合然後瞬間開

始跳舞，真的超級壯觀超級有默契那樣，那天晚上回家也是超累倒頭就睡，

隔天才起來洗澡的（好髒哈哈）拜託原諒我，因為我到家已經一點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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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最後是畢業舞會 PROM！這真的不是我在說的誇張，穿長禮服，穿高跟

鞋，化妝，弄頭髮，然後去超高級飯店吃飯跳舞一整個晚上一直到隔天早

上四點...整個人快累翻過去，媽媽跟我說如果你覺得很累就提早告訴我，

我在提早去接你，其實我大概兩點左右就快累死了，但是我想說這真的是

最後一次跟大家在一起了，而且我還繳了三千多塊台幣，所以我還是待在

那到早上四點才回家，至於為什麼要那麼多錢...因為我們學校訂的是全利

馬第二貴的飯店，超瞎的...但是裡面是真的很漂亮啦，東西也是真的很好

吃，早上三點還有早餐（？ 整體而言並沒有白費這三千多塊，覺得滿好玩

的，今天也是我跳最多舞的一天，後來我才發現不是不喜歡跳舞了，只是

他們播的歌你實在不知道怎麼跳而已哈哈哈，那天我回到家四點半多，然

後洗澡洗完大概快五點，我要睡覺的時候天已經亮了 XD 太嚇人，然後不知

道是不是因為這樣，害我這幾天都沒辦法好好睡覺，就是那種到了睡覺時

間睡不著這樣，阿姨表示：你時差一天就調回來了喔 XD 超厲害這樣 

好啦這真的是最後了，就只是想要說一下其實懂得反省自己比抱怨他人還

要重要，如果只是一昧抱持著就是別人對我不夠好，他應該要怎樣才對的

態度，不管換幾個家庭結果都一樣的。 

我們下個月月報告釋出時間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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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及活動照片 

  
                     12/15太平洋社授證20周年慶典暨分區聯合例會 

  
                               12/16花博心靈饗宴 

  
                   12/21家庭爐邊活動-吳敬堯及鄭宇宏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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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22聖誕晚會暨女賓夕活動(電影主題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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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105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711室-保羅‧哈理斯711社。 

羅爾Gus Loehr的辦公室，他是國際扶輪的創始人之一，這間辦公室一直保

留在原芝加哥北迪爾本街127號，直到該大樓在1980年代被拆除為止。後來

辦公室的一部份在西亞當街176號的中地飯店恢復原狀；但它1993年被撤除，

並於1994年春安置在扶輪世界總部現址。 

保羅‧哈里斯也許是扶輪4位創始人當中最知名的一個， 但是如果沒有席

爾維斯特‧ 席勒(Silvester Schiele)、格斯‧羅爾(Gus Loehr)以及海

蘭‧蕭瑞(Hiram Shorey)，就沒有芝加哥扶輪社的誕生。就是這4個人於

1905年2月23日在羅爾位於聯合大樓711號Room 711 of the Unity 

Building的辦公室，召開了目前大家所知的第一次扶輪社會議。 

然而當時他們的目的不是成立一個國際性的服務組織而是在芝加哥的商人

之間建立友誼，重新點燃他們在孩童時期曾經享有的小鎮情誼。從哈里斯

為律師attorney，羅爾是採礦工程師mining engineer，席勒是煤礦商人

coal dealer，而蕭瑞是裁縫商merchant tailor的事實，可以反映出他們

也想要建立一個對於本身業務有益的人際網絡。雖然這個目標很快就被提

供服務的觀念給掩蓋過去，但是在這個社團中的多種職業代表，確立了扶

輪特有的職業分類原則Rotary's hallmark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 

第二次扶輪社會議於兩週後在哈里斯的辦公室舉行，通常被稱為「第5位扶

輪社員」"the fifth Rotarian,"的哈利‧盧格斯(Harry Ruggles)也出席

這次會議，陪同他一起出席的還有不動產交易商real estate dealer威

廉‧ 詹森(William Jensen) 和鋼琴製造商pianomanufacturer亞柏特‧懷

特(Albert White)。盧格斯是印刷業者printer，被譽為例會歌唱慣例的發

起人starting the practice of singing at club meetings。 

與很多人猜想的不一樣的是，哈里斯並不是這個扶輪社的首任社長。這個

榮譽歸給了席勒，他於在他的辦公室所舉行的第3次例會中被選為社長。從

此之後這一群毫無經驗的人開始自稱為〝扶輪〞，這個名稱是依據他們每

次輪流在3人的辦公室開會的作法得來。格斯‧羅爾據信在這次會議之後即

離開扶輪，不久之後海蘭‧蕭瑞也放棄社員身分，不過格斯‧羅爾終其一

生都很關心這個他協助發起的運動。 

席勒與哈里斯兩人直到過世為止都是忠誠的扶輪社員，也是摯友，他們甚

至在芝加哥比鄰而居，兩人在密西根的度假屋也相隔不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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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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