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大里國光扶輪社
2019-2020 年度 第 1080711 期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103 次例會 

第 23 卷第 2期 

中華民國一○八年七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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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11 日  星期四 下午 7: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劉國勳 ANDY PP. 

專題演講:RCC 有那麼重要嗎? /年度經費頒贈 

          主講人:地區 RCC 主委黃榮堯 TELEMAN 

社長：何應欽  社長當選人：黃文隆   秘書：康賜鑫  會計：邱仕銅     糾察：王國瑋 

2019-20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黃文隆   

何應欽、黃國卿、康賜鑫 社員委員會主委: 林毅勳  節目主委: 曾建忠

李國文、曾建忠、黃文隆 服務計劃主委: 曾建忠               出席主委: 黃志豊

廖繼鋒、邱仕銅、張祈雄 扶輪基金主委: 張明選  聯誼主委: 廖繼鋒

陳信宏、黃志豊、鄭宇宏 公共關係主委: 劉顯彰                   社刊主委: 蔡政憲

林毅勳、蔡政憲、王國瑋 新世代服務主委: 鄭宇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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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PAR 社長的話 

 

     3462 地區 RCC 主委 PP. Teleman、I.P.P.、各位 PP.、社友、夫人及寶眷

大家晚安，大家好。 

 

  深深感謝各位 PP.、社友及夫人，熱情參與 7 月 4 日的首敲，聆聽我們

2019-20 團隊及六大主委的社務行政年度計畫報告，如有不夠完善的議案，

敬請提醒我們，我們會完善的補強，使今年的各種社區公益以及社內活動，

能極盡完美的達成。 

 

  今天有幸邀請到我們 3462 地區 RCC 主委 PP. Teleman 來為我們做精闢的

演講與大家分享，讓各位社友更了解到 RCC 的重要性。PP. Teleman 為人親

和力強、說話又幽默，真是扶輪人不可多得的人才。 

 

  首要做的社區服務案-宣導 C 肝防治於 7 月 16~7 月 18 日於大里區東榮路

的大里捐血室揭開序幕，為期三天的大里國光捐血週，誠摯邀約各位社友

及夫人一起來參與，挽起袖子: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7 月 18 日的例會更是邀請到 3462 地區第一屆的 PDG.Ortho 來為大家做專

題演講，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PDG.Ortho 他的骨科專業知識，敬請大家一

定要踴躍來出席聆聽。 

 

在此預祝各位與會的貴賓、社友及夫人 ，事業順利、心想事成、平安健康 

 
Kang Kang 秘書報告 

(一)、主旨：函請繳交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地區總監辦事處 
基金，如說明，惠請查照。 

說       明 ： 
一、 依據「國際扶輪細則 15.060.1」規定成立地區基金，在財務上 

支援總監履行其責任，暨 2019.03.30-31 社長當選人訓練研習 
會 PETS 決議案辦理。 

二、 循往例以 2019.06.30 在籍社員數計算，每人繳交新台幣 800 
元，並請於 2019 年 8 月 31 日以前繳交為禱。 
          三、 請以匯款或支票方式匯入地區總監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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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電匯銀行 :聯邦銀行文心分行 銀行代碼 : 803 

銀行帳號 ：034-10-0031581 

戶   名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2. 支票支票抬頭: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郵寄地址: 500 彰化市彰興路二段 81 號 

四、 敬請惠予協助配合，無任感荷! 

 

(二)、主旨：敬請貴社繳納 108 年度(2019-20 年度)本會會費事，如說明。

說 明： 

一、凡在中華民國依法成立之扶輪社均為本會之會員社，四十餘年來，會 

務得能順利推展，而為政府所肯定，實端賴各扶輪社之支持有以致之。 

今後尚祈各社繼續支持，繳交會費，以利總會運作及服務。 

二、第 14 屆理監事於 2018 年11 月26 日就職，本屆二年任期擬推動下 

述活動： 

 

1.2019 年12 月11 日(星期三)假高雄市林皇宮舉辦「慶祝黃其光先生百 

年來第一位華人榮任扶輪基金會主委暨表揚扶輪社齢與年齢達116 

資深社友並召開本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會」，預算活動經費約新台幣 

貳佰萬元。 

2.全台青少年交換RYE 宣傳成果計劃：預算活動經費約新台幣柒拾萬元 

A.台灣青少年交換計畫宣傳手冊： 

A5 尺寸，語言以英文為主，印製36000 本，寄12 地區各1000 本， 

及全世界540 地區RYE。 

B.微電影製作： 

介紹 12 個地區青少年交換計畫活動的宣傳影片，完成後提供各地區光碟

或 USB。同時上傳至台灣總會官網和YouTube。 

C. “看見台灣＂競賽： 

參加對象為十二個地區 2019-20 inbound 生，分為攝影和影片兩種 

比賽方式，選前五名和佳作二名；和網路人氣獎。 

3.協助衛福部推動2025 消除C 肝計劃： 

建議國內 12 地區經由總監推動此計劃，本會擔任各地區與衛福部的 

溝通橋樑，加以協助。 

前述活動預算經費甚巨，期盼各扶輪社友鼎力支持相助，讓活動順利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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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 

二、會費內容： 

請各社依照 108 年7 月1 日之社員數(不包括眷屬社友)為準，每名以新 

台幣100 元計算，惠予繳納108 年度（自2019 年7 月1 日至2020 年6 

月30 日止）會費。 

三、繳費方式：敬請匯款至國際扶輪台灣總會帳戶： 

兆豐國際商業銀行 衡陽分行 戶名：國際扶輪台灣總會 

帳號：240-09-01056-5 【匯款時請註明扶輪社名】 

四、特此函請各會員扶輪社，惠辦為感。 

Press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102 次例會，7 月 4日例會 

1.社友人數:60 位   2.出席人數:48 位   3.出席率:80% 

 

David 糾察報告 

第 1102 次例會 7月 4 日歡喜何應欽 1000 元、康賜鑫 500 元、 

賴基詮 300 元、林炳村 500 元、張明選 300 元、李國文 500 元、 

蔡秋明 300 元、戴百樟 300 元、張煥文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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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國卿 300 元、周國昌 300 元、黃文隆 300 元、陳鴻文 200 元、 

廖繼鋒 300 元、邱仕銅 500 元、胡開化 300 元、張祈雄 200 元、 

葉仲任 300 元、邱翊紘 300 元、詹振忠 300 元、陳信宏 300 元、 

黃志豊 500 元、鄭宇宏 500 元、林毅勳 300 元、林文耀 300 元、 

王國瑋 300 元、吳本源 1000 元、蘇瑞信 300 元、黃振利 1000 元、 

趙宏智 300 元。       共 13,800 元   感謝全體社友熱心歡喜 

 

Net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1103 次例會 7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 3462 地區 RCC 主委

TELEMAN 專題演講:RCC 有那麼重要嗎?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主講人經歷】 
   姓    名：黃榮堯 Teleman 

   入社日期：2008 年 6 月 30 日 

   所屬扶輪社：草屯中央扶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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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場經歷】 

  中華電信公司副技術長 

  中華電信公司經理 

  中華電信公司中心主任 

  南開技術學院外聘講師 

  交通部電信訓練所講師 

  交通部電信總局站長 

【地區扶輪經歷】 

2019-2020 3462 地區 RCC 資訊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3462 地區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3462 地區扶輪獎勵委員會主委 

2017-2018 3462 地區 RCC 資訊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3460 地區 RCC 委員會副主委 

【草屯中央扶輪社經歷】 

2019-2020 STAR 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STAR 委員會主委、媒體公關委員會主委、RCC 委員會副主委 

2017-2018 RCC 委員會主委、世界聯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2016-2017 RCC 委員會主委、公關委員會主委 

2015-2016 社刊委員會主委、公關委員會主委、世界聯誼活動委員會主委 

2014-2015 秘書 

2013-2014 扶輪基金主委、團體交換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糾察委員會主委、團體交換委員會主委 

2011-2012 社長、泰國曼谷國際年會 

2010-2011 行政管理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青少年委員會主委、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主委 

2009-2010 青少年委員會主委 

2008-2009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演講大綱】 
一. My Rotary 的功能 

二. Rotary Club Central 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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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員 My Rotary 帳號註冊 

四. 社員資料新增、編輯與移除 

五. 社職員申報 

六. 扶輪展示窗(Rotary Showcase) 

七. 社員會費(Club Invoice)線上繳款與各種基金線上捐款 

1. 會費(Club Invoice)線上繳款 

2. 各種基金線上捐款  

八. 扶輪社中央系統(RCC,Rotary Club Central) 

1. 圖表儀錶板 

2. 目標中心 

3. 服務活動 

4. 扶輪自治團體 

5. 扶輪的紀念日 

九. RCC 進度追蹤表與扶輪獎報表 

十. 扶輪社章程與細則(Rotary Club Constitution&Bylaws) 
二. 第 1104 次例會 7月 18 日 (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 3462 地區前總

監謝明憲 Ortho 專題演講: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三. 第 1105 次例會原 7 月 25 日變更 7/26(星期五)，下午 6點 15 分報到 

   聯誼舉辦捐血週及宣導 C 肝防治成果報告暨女賓夕活動   

       地點:咕咕香甕缸雞餐廳   地址:台中市西屯路三段 89-2 號  
   電話 04-24627393。 
四. 第 1106 次例會原 8 月 1 日變更 8/4(星期日)，下午 5點 30 分報到 

節目:慶祝父親節暨女賓夕活動 地點:金色三麥市政店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市政路 20 號 (04)2255-5911 
※是日召開 8 月份理事會，請理事們提早於 5點開會 

五. 第 1107 次例會 8月 8 日(星期四)下午  邀請 社友參加高爾夫球講座

地點:大里高爾夫練習場。 

六. 第 1108 次例會 8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6:30 邀請 全國廣播 106.1 

主持人 MAKE  專題演講: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七. 第 1109 次例會 8月 22 日(星期四)下午 6:30 節目:助理總監社務行政 

會議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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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P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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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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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 元、交接分攤金 1262 元，共 35,414 元，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100 元，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謝謝您的配合。 

社長 46,220 元 社長當選人 40,462 元 秘書 37,386 元  

理事 36,676 元 社友 35,414 元  請假社友 23,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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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23 屆 7 月份理事會會議 

        日期：108 年 7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8:00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 

      出席人員：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5 人、缺席 0 人 

何應欽、康賜鑫、李國文、曾建忠、黃國卿黃文隆、廖繼鋒、張祈雄、 

邱仕銅、黃志豊、林毅勳、陳信宏、鄭宇宏、蔡政憲、王國瑋 

列席： 

主席報告： 

提案議題： 

一、請審查交接典禮收支明細 (附件一)P.4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審查 2019-20 年上半年度社友收費明細(附件二)P5-7。 

決議： 照案通過 

三、請通過網域及網站承租續約費用$12,500 元/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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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請通過資料備份、網站內容更新及電腦設備維護費用$12,000 元/年。 

決議：照案通過 

五、請通過地區獎助金-生命橋梁助學計畫系列課程，補助經費 2 萬元整  

(附件三)P.8-9 

  決議：照案通過 

 

六、請通過 2019 年度 12 月下旬國際扶輪關懷及醫療服務(結合 VTT 活動)，

參加社贊助活動費用$$20,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七、請通過國際短期營隊:日月潭 2019/12/16~2020/1/12，各社贊助活動 

    費用$$5,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八、請通過地區扶輪日:扶輪八卦山生態環境保護大遊行，日期:2020/1/12 

    各社贊助活動費用$$5,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九、請通過扶輪超馬接力賽-C 肝防治宣導暨根除小兒麻痺症活動，參加社 

    贊助活動費用$$10,0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十、請通過 2019 攜手送愛到泰北喜遊嬉遊 EQ 教育工程愛心募款贊助 

    金額 1 萬元整-由太平洋社主辦(附件四)P.10 

 決議：照案通過 

十一、請討論永隆國小申請運動跳高墊補助經費$50,000 元(附件五)P11-12 

 決議：不通過，運動跳高墊應向教育局申請，希望申請補助的項目是 

       能讓全校學生都能受惠使用的。 

十二、請通過劉憲隆 GEAR 社友自 108 年 7 月 1 日至 109 年 6 月 30 日 

      請假一案並辭去理事一職(附件六)P.13 

     決議：照案通過，GEAR 夫人寶眷社友自 108/6/30 退籍 

十三、請通過原 8月 1 日第 1106 次例會變更為 8 月 4 日(星期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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慶祝父親節休閒暨女賓夕慶生會.理事會，地點:金色三麥市政店。 

    決議：照案通過 

十四、臨時動議: 

1.劉憲隆辭去理事一職，由第一候補理事張祈雄擔任理事。 

2.今年決定不設副社長此職務。 

3.7/16-18 捐血週在第 2次籌備理事會時通過的預算為 3 萬元整，再追加 

  2 萬元預算總計為 5 萬元整，其餘不足費用由社長個人墊款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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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ne 9社員發展統計表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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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年度OUTBOUND交換學生-陳欣妤6月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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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接待家庭接待。 

Once meses en Perú!! 

登登登登登~十一個月成就！最後一個月！憨憨魚的秘魯之旅要收官惹！ 

雖然是最後一次但也不能敷衍帶過啦！一起來看看這個月我又做了什麼事

吧~~ 

首先這個月我們去了最後一次的旅行，我也稱這叫做這趟交換學習的“畢

業旅行＂。第一天我們早上四點就做巴士前往 Nazca，去坐 Nazca 支線，這

個飛行是乘坐小飛機，帶你從上空看地上那些畫作，雖然頭有點暈但真的

很漂亮看到很多東西，有猴子有蜘蛛有小鳥有大樹，超級美的。但是上飛

機之前有個小插曲...服務人員那裡有一張紙上面有著我們的名字和國家，

我的國家上面寫得是 China...唉 放尊重一點喔!我跟其他交換生說這件事，

他們說可憐的 Yoyo，唉太慘了...第一天就在這樣可憐的故事背景中結束哈

哈哈。 

第二天一早我們去 Nazca 其他景點參觀，然後超級冷，大家簡直無法想像

昨天熱到爆的天氣怎麼不見了。離開 Nazca 之後我們往 Ica 前進，到了 Ica

之後，扶輪社帶我們去品嚐了 Ica 的釀酒，因為那裡產酒非常有名，一開

始服務人員都到小杯子的一半，但我真的覺得很烈，然後我就跟他說一點

點就好 XD 之後有留時間給大家買酒，我也買了一瓶小罐的水果釀酒要給爸

媽嚐嚐，所有交換學生一臉驚訝看著我，他們表示 Yoyo 竟然也要買嗎? 一

整個嚇到他們。買完酒之後我們去 Huacachina，是一個綠洲，超級漂亮的，

我們去那邊坐越野車，超級刺激的，大家一直不停在尖叫之後他們還有在

一個地點停下來讓我們用滑板往下溜，那真的超好玩的！一開始會有點怕，

但玩過一次就會想再玩第二次哈哈哈。一種秘魯沒有雪可以玩那我們就玩

沙吧的概念 

第三天我們去了 Paracas，坐船去看島上的一個燭台畫作，和一座充滿鳥的

島，還有看到企鵝和海獅，超可愛的，之後還去了 Paracas 很多個漂亮的

看海景點，真的很美，但超級冷的... 

那天晚上跟其他四個交換生在房間裡聊到一點多，主委來查房趕人的時候

我們才散會，因為那是我們這次旅行的最後一晚了...超級捨不得，我們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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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這一整年過得多快多不可思議，也聊了很多很多關於交換生的八卦是很

開心的最後一個夜晚。 

隔天我們參加了 Ica 地區的年會，結束之後就收拾行李回利馬了。真的很

喜歡每一次的旅行。 

旅行結束之後我跟我的寄宿家庭去看了「阿拉丁」！超好看的！！最後阿

拉丁把願望給精靈的那一刻我又再一次被感動，旁人以為的失去好機會，

卻讓阿拉丁感到真正幸福❤ 

然後我很喜歡真人版電影裡那首茉莉公主的新歌「speechless」超好聽！

雖然我在電影聽的是西文版啦哈哈。總之是一部好電影無誤。 

而因為回國日子將近，所以這個月也找時間回去第一轟家玩，跟媽媽和阿

嬤去喝了好喝的湯還有吃好吃的麵包，一起拼了超級難拼的拼圖，去親戚

小孩的生日派對，還一起看了迪士尼以前的電影，過了非常充實的三天，

同時也向他們訴說了在德國發生令人遺憾的事...他們也幫忙禱告真的很溫

暖。就這樣這一次的拜訪結束。 

從第一轟家回家的隔天我就和其他交換學生去印加商店買東西，其中一個

法國交換生超級會殺價~超級猛，那天買的東西都便宜很多，買完東西之後

我們去吃壽司，我以為大家會「正常」點餐，結果我們點了吃到飽...對我

來說超級不划算，太不會吃了:( 從那天之後我真的是嚇到吃秘魯的壽司了，

現在想起來還是會有點反胃在那天之前我真的很喜歡吃秘魯的壽司，但現

在...不不不還是不要了。 

這個月大家都要離開了，所以有人開始辦派對，我去了其中一個比利時女

生辦的派對，我原本不是很想去，因為我不喜歡去派對，但後來覺得這可

能是最後一次見到大家，所以我還是去了，我以為大家這次又會自己偷喝

酒，結果...是他的轟家邀請大家喝酒所以就變成大家都拿著酒而我拿著汽

水的局面超好笑的。雖然我還是不喜歡秘魯的派對，但最後我很開心有來

見大家最後一面。 

派對後的隔天我又回去第一轟家，因為媽媽說上次我回去的時候阿公剛好

去外縣市工作，所以他回來我們要一起吃最後一次飯，於是我就又回去啦！

而且這一餐是我跟媽媽阿嬤一起煮的！吃完午餐之後我跟媽媽還有阿嬤看

了一部超難看的電影，我們甚至沒看完，因為真的太難看了，之後因為媽

媽要去上課要順道載我回家，所以就跟家人告別，道別時我哭了，因為我

知道這次我最後一次在今年看到他們。第一轟家陪伴我幾乎快一半的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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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又是一個非常好的家庭，我真的超級喜歡他們，所以真的超級捨不

得...但也只能努力止住淚水繼續往前進了！ 

回台灣倒數 15 天的時候我去了機場送我要好的巴西朋友和丹麥朋友回國，

我們一起在機場吃午餐和聊天，還在機場一起唱電影可可夜總會的那首歌

「Remember me」 很喜歡跟他們在一起的每一個時刻，每一分一秒我都會

努力去記住，就算哪天我忘了它們，我想照片和日記也會帶我回憶起一切

的！！ 

這個月的尾巴我終於去 Eva 家拜訪了，為什麼這麼說呢？因為我們大概兩

個月前就約好了哈哈哈哈，那天我們早上去逛了印加商店，一起買了吊飾

和耳環，還一起去鄰近海洋的百貨公司吃午餐，晚上回她家後兩個人躺在

床上聊天到十二點才睡這是時隔兩個月後又同房的喜悅哈哈 

隔天我們快十一點才醒，吃了早餐看了一部電影就準備去參加我們最後一

次的扶輪社會議，因為那天是社長交接，而新任社長就是他現在的媽媽也

就是我的姑姑所以我們就以家人和交換學生的身份出席了，非常棒的是我

在這個會議裡認識了今天要去台灣的秘魯交換生，之前就有看過他只是不

熟，那天聊完之後知道他的交換地區是台東，雖然離台中有點遠啦哈哈，

但感覺有機會可以去找他玩（不對，好像是我要帶他出去玩還認識了駐秘

魯台灣辦事處的新任大使，大使一看到我就說「你好可愛喔！」真是害羞

哈哈哈哈，一定是我剪了短髮看起來變俏皮的關係 

以上就是我的畢業月報告（拍手拍手） 

終於結束了啦啦啦啦啦啦啦！好感動（拭淚） 

歷經十一個月的奮鬥，我的交換之旅終於畫下句點，這一年裡有快樂也有

痛苦，比過去的 16 年都還要刻骨銘心，也比過去的 16 年承受的還要更多，

轟爸說「現在的 Yoyo 已經不是過去那個 Yoyo 了」，沒錯，這趟旅程讓我

成長不少，也獲得不少，我是個很依賴家庭的人，帶這趟旅程帶我學會獨

立，除此之外我還學了西班牙文，雖然我的英文因為學西班牙文都不知道

丟那去了 XD 還交到了很多來自不同國家的朋友，當我踏出台灣我還有家的

感覺真的很幸福，我曾經以為台灣與中國已經是我和家人最遙遠的距離，

但我現在發現那是最近的距離。現在的我擁有家人在跟台灣有 13 個小時的

時差，跨越一個太平洋的距離的國家-秘魯，我很感謝這趟旅程中我結交的

好朋友，以及看著我這十一個月成長的寄宿家庭，因為有你們的相伴這十

一個月我不孤單。 

最後感謝扶輪社和我的爸媽，讓我有機會可以出國學習，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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憨憨魚的秘魯之旅到此告一段落了，這趟旅程結束了，但那些美好的回憶

將永遠存在大家的心中 

   
                   

                     例會及各項活動照片 

  
 

  
         7/4 首次例會-各委員會繼六大主委年度工作計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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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嘉義中區社第 26 屆社長暨職委員就職典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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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00 週扶輪思索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社員成長—送給未來的禮物。 

我們應該反省一下我們每個人可以做出怎樣的貢獻，來確保國際扶輪將來

在各地社區及世界上能夠繼續其善舉。除了繼續邀請新面孔來加入我們服務人

類的志業以外，我實在想不出來我們可以送給扶輪其他任何更好的禮物。 

而由於我們的努力，RI前社長季愛雅就曾提出的1996-97年度社員超能挑

戰Membership Challenge Plus進行得相當順利；來自各扶輪社的報告顯示扶

輪社員及新創立的扶輪社數目不斷增加。可是我們必須記住，我們這裡所提的

「超能Plus」不僅僅代表更多人加入扶輪社，同時也代表扶輪社員的品質加分，

扶輪社員的心裡更要以扶輪為念。 

數年來在扶輪世界所舉辦的研討會中，忠貞的扶輪社員探討出各種方法來

達成增加社員人數的目標。許多獨具創意的構想因此出爐，也確實創造了優異

的成果。可是從討論中我也發現一個基本的概念：除非我們時時刻刻想著增加

社員這件事，否則我們經常會忽略掉平日交往的一些合格人士。 

新社員可以讓你的服務活動增加活力生機。也許他們會建議一些從來沒人

想過的嶄新理念來提供服務，或是像催化劑一般，讓你的扶輪社展開原先並不

受到重視的某些計劃。新社員可能在扶輪少年服務團、扶輪青年服務團、扶輪

青少年領袖獎RYLA、或扶輪青少年交換RYE上點燃新的火花。 

「對社員成長的看法」匯集一些見解如下： 

1. 可能的社員應該在和扶輪社首次接觸前就對扶輪有基本而客觀的認識。 

2. 扶輪社擁有開放心胸和寬容的社員才具備成功吸引新社員加入的基礎。 

3. 社員的多樣性加上樂於採納新的開放式活動使得加入扶輪社成為一件有意

思的事。 

4. 社員發展是每位扶輪社員的義務和特權。 

5. 精采的服務計劃是刺激他人加入扶輪的重要因素。 

6. 扶輪要日益突顯出自己。 

7. 要找尋適當人選，而非找尋符合職業分類的人。 

8. 要讓新社員順利融入組織必須自起始就平等對待他們。 

9. 扶輪應該不斷實行並強調一點原則：唯有扶輪知識豐富的社員才算是真正

的社員。 

10. 扶輪社員的家人不應視扶輪為競爭者，而應視其為家庭生活的寶貴補給品。

看過這些精彩的意見之後，我想邀請大家在今年推薦一位(或數位)新社員，

作為送給我們扶輪組織未來的一份禮物。盡你的一份力量做到用行動與憧憬建

造未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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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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