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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年十月六日 

第 20卷第 12 期 

第 9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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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例會 10月 6 日  星期四 

        時 間:下午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館         

司 儀:林文耀 ALAN 

        節 目: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歸國報告 

        主講人: RYE 長.短期交換學生 

 

 
 

  

社 長：曾建忠 副社長：鐘錦坤  秘書：何應欽  會計：張祈雄 糾察：陳威岳 
 2016-2017 年度理事 
曾建忠、林炳村、張明選 
鐘錦坤、黃輝錦、何應欽 
劉顯彰、李國文、康賜鑫 
曾復興、劉國勳、張祈雄 
吳宗隆、劉憲隆、黃承偉 
 
 

社 務 行政主委：鐘錦坤 
社員委員會主委：康賜鑫 
服 務 企劃主委：劉憲隆 
扶 輪 基金主委：曾復興 
公關委員會主委：蔡秋明 
新世代服務主委 : 陳鴻文 

 

節目主委：劉國勳 
出席主委：林毅勳 
聯誼主委：邱翊紘 
社刊主委：葉仲任 
授證主委 : 黃輝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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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NET社長的話 

      各位社友、各位夫人，還有各位小扶輪，大家晚安！ 

十月份已經入秋，隨著季節的更替，容易因為早晚溫差而受寒， 請社友

及夫人關心彼此的健康注意保暖。 

上週在東海友好社 社長Tony精心安排下，於長榮桂冠酒店與東海社共同

舉辦聯合例會，也是兩社首次的社友相見歡活動，席中兩社社友熱絡聯

誼、互相認識、把酒言歡，溫馨又熱鬧，並約定下次由我社安排活動邀請

東海社-社友及夫人蒞臨來參加活動。期待 ! 

本週10/8(六) 將於溪頭地區舉辦重陽節健行暨女賓夕.家庭爐邊活動，於

翠谷餐廳用餐並於餐後前往鹿谷 舞二茗茶安排職業參訪，感謝 舞二茗

茶 – TEA社友熱心提供會場並安排製茶過程介紹及禮品致贈，當日獎品

豐富敬請全體社友及夫人熱情參與。  

本月份地區將舉辦國際義診活動日期訂於10/21-25， 本社除了贊助此項

活動以外，也有共計8位社友及夫人參加此次有意義的活動，也是訪問團

中人數最多的一社，待此次國際義診活動歸國後再與各位詳盡報告。 

今年度的RYE甄試即將舉辦，本社共計3位長期交換學生及8位短期交換學

生，參與此次的RYE甄試計畫，也是歷屆參與人數最多的一次，在此預祝

各位同學順利通過甄試。 

月底，要恭喜我們社員委員主委 康康的千金即將於10/29(六) 於台中潮

港城宴會廳舉辦文定喜宴，以及分區副秘書長ST的千金即將於11/05(六) 

於台中晶典酒店舉辦文定喜宴，在此謹代表全體社友及夫人獻上最誠摯的

祝賀之意 ! 是日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共同出席宴會分享喜悅! 

今天我們邀請到去年度參與RYE長、短期交換學生計劃的幾位優秀小扶

輪，要告訴大家他們的交換學生過程與點點滴滴，各國不同的生活方式與

旅程中的軼事，今晚精彩的節目內容，打算參與RYE長、短期交換學生計

劃的小扶輪，一定不能錯過這次的分享機會，對於RYE將會有更深入的了

解。 

祝今晚與會的社友及夫人及小扶輪   心想事成.健康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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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秘書報告 

(一) 主旨：函請轉知貴社所推薦2017-18年度青少年長期交換計劃及2017

年短期交換計劃之申請學生與家長準時參加105年10月08日(星期六)之甄

試活動，以免喪失資格，惠請查照。 

說明： 

一、 感謝貴社熱心參與本地區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謹祝貴社社

運昌隆。 

二、甄試日期：105年10月08日(星期六) 

[備註：甄試時間為分組報到，請特別注意時間，參閱《附件2、3》] 

報到地點：台中市青年高中-行政大樓2F。 

[地址：臺中市大里區中湖路100號；地圖如《附件1》說明]。 

三、甄試費用(含面試、茶水、文書資料、場地…等支出)： 

 長期交換的學生須酌收甄試費用NT$600(報到時繳交請備妥整數現

金，現場恕不找零)。短期交換的學生甄試費用將由作業費扣除，現場不

須另外再繳交。 

四、如有任何疑問，請聯絡本地區RYE委員會秘書吳小姐Zoe或簡小姐Maíz 

(電話：04-2223-3460、傳真：04-2226-3460、手機：0921-683460、E-mail：

d3460yep@hotmail.com)。 

 

 

(二)主旨：函請轉知各外籍學生與接待家庭自由報名參加「2016第21回華

風全國盆栽展暨第11屆(粵.港.澳.台)盆景藝術博覽會」，惠請查照。 

說明： 

一. 感謝貴社熱心參與本年度青少年交換計劃。 

二. 中華盆栽藝術全國總會邀請本地區各外籍學生與接待家庭報名參加

「2016第21回華風全國盆栽展暨第11屆(粵.港.澳.台)盆景藝術博覽

會」，行程詳如附件。 

(1) 活動時間：2016年11月05日(六)14:00~20:00 

(2) 活動地點：彰化溪洲公園(彰化縣溪州鄉中央路三段138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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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報名方式：請配合於10月14日(星期一)前上網填妥報名表，逾時不候

https://goo.gl/forms/rGK2BAMz2cVC2rSv2。 

 

(三) 主旨:函請 地區各社報名參加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第五屆高爾夫球聯

誼賽，如說明及附件，即請查照轉知。 

說 明:  

1.兼復國際扶輪台灣總會105.09.12際扶台總三字第094號函。  

附 件: 105.09.12際扶台總三字第094號函文。  

說明： 

1.比賽名稱：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第五屆《2016-17》高爾夫球聯誼賽  

2.比賽場地：桃園高爾夫球場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23 鄰39 號 TEL:(03)480-3388  

3.比賽日期：2016 年11 月10 日(星期四)上午9:30-10:00 報到(逾時恕

不受理)。  

4.開球儀式：上午10:00-10:10 於球場東區第一洞舉行。  

5.開球時間：請參賽人員上午10:10 依分配組別，搭球車前往各球洞準

備，上午10:30 恭請理理事長楊敏盛PDG Knife 與執行理事涂百洲PDG OBS 

鳴炮，全場27 洞同時開球。  

6.費用：a.擊球費：每位NT$2,650 元(含球車費、桿弟費)，請自行至球

場櫃檯付款。  

b.報名費：每位NT$1,000元(含餐費)  

7.參賽資格：台灣七地區現職社友 

8.報名截止日期：2016年10月12日(逾期恕不受理) 

9.收費辦法：a.請以地區為單位採集中報名及預先繳報名費方式辦理。 

b.各地區於10月12日前，依報名人數統計費用，將報名費款項匯至： 

戶名：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衡陽分行 

帳號：240-09-01056-5 

c.報名後報名費恕不退回，但比賽前10日可更改參賽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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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E-mail：twrotary@ms81.hinet.net或傳真：

(02)2389-7272 

報名後請以電話：(02)2370-2525與執行秘書陳佳櫻確認。 

11.為使比賽進行順暢，個人差點36以上者請勿報名。 

12.附報名表、活動辦法各乙份，敬請參酌。 

13.比賽事務洽詢：副執行長簡長茂GolfD3500桃園西區社， 

   電話：0937-961496 

14.建議交通1.南下高鐵613車次 

南港8:10、台北8:21、板橋8:29、桃園8:43 

2.北上高鐵610車次 

左營7:35、台南7:48、嘉義8:08、台中8:32、新竹8:57、桃園9:11 

(以上車次時刻供參考，請依台灣高鐵時刻表為準) 

3.安排專車接駁往返高鐵桃園站。 

附註︰ 

本比賽共分4組：請在報名表【參加組別】欄，填入參加組別。 

第1組：總監、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每地區至少1名。 

第2組：年齡70歲(民國35年11月10日前出生)以上─每地區至少2名 

第3組：女子組─每地區至少2名 

第4組：男子組─每地區至少5名 

1.各地區參加社友原則以20~30名。 

2.擔任地區職務者如DG、PDG、AG、秘書長、副秘書長及各主委等，請在

職稱欄註明，以便於晚會中介紹。 

3.本報名表請於 10月 12日以前E-mail至twrotary@ms81.hinet.net；傳

真：(02)2389-7272 

報名後請以電話：(02)2370-2525與 執行秘書陳佳櫻確認。 

4.報名費每位NT$1,000元請匯款至︰ 

帳戶：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衡陽分行  

帳號：240-09-01056-5 

戶名︰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5.報名後一律不退回報名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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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972次例會，9月29日例會(東海社聯合例會) 

1.社友人數:64位   2.出席人數: 45位   3.出席率:70 % 

 

WILLS糾察報告 

第972次例會9月22日歡喜曾建忠1000元、何應欽500元、黃輝錦300元、 

林炳村500元、張明選500元、廖欽炯500元、李國文500元、蔡秋明300元、 

黃國卿500元、周國昌300元、康賜鑫500元、邱仕銅300元、張祈雄500元、

葉仲任300元、陳信宏300元、黃志豊500元、陳威岳300元、陳茂煒500元、

蔡政憲300元、吳本源300元、林杰彬300元、林郁方博士4000元。 

共13,000元   感謝林郁方博士以及社友們熱心歡喜。 

 

ANDY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973次例會10月6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館 

節目:長短期交換學生歸國報告 

※是日召開10月份理事會,請理事會後留步。 

 

(二)、第974次例會原10月13日(四)變更為10月8日(六) 重陽節健行休閒

暨女賓夕爐邊活動及職業參訪活動，致贈長輩重陽佳節紅包。 

時間:上午08:00地點:溪頭森林遊樂區 

時間:上午11:30地點:溪頭翠谷餐廳(南投縣鹿谷鄉內湖村坪峰巷1-38號) 

職業參訪 

時間:下午14:00地點:舞二茗茶(南投縣鹿谷鄉中正路三段88號) 

 

(三)、第975次移動例會10月20日(星期四) 藝術的巡禮~職業參訪青年高         

級中學(與大里國光社區服務團共同舉辦) 

 

(四)、第976次例會10月27日(星期四)下午6:30菊園婚宴會館 

      專題報告  主講人：地區社員委員會主委~L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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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後報告 春季旅遊 –公主號郵輪旅遊計畫) 

 

(五) 、10月29日(星期六) 晚上6:00 社友康賜鑫KANG KANG千金出閣，文

定喜宴餐廳: 潮港城宴會廳 

 

TOOL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2016-17年上半年度社費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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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YE 歸國報告 

大里國光社 吳典璟 

現在從頭再想一遍，當初出國之前的思想準備真的做得太少了，把當交換

學生想的太輕鬆簡單，就像是出遊一樣，才會到了坐飛機的前一刻才開始

緊張兮兮忐忑不安。其實早就聽過很多經驗談了，學長姊們總是笑著說個

當年的各種事蹟，就像是珍貴的寶藏一樣，僅僅一年的時間，也許是誰的

人生轉捩點，或許是誰的成長轉變期，聽著聽著就讓人羨慕不已。 

 可是誰知道這些成長故事的另一面也許也包含了很多未知的挑戰

和意外呢，這是我的故事和經驗分享，在我的記憶裡，我會想要一直記得

快樂的回憶，去忘掉一些不快的事情，但是也總有一些總是在腦海中揮之

不去。 

一個人在異鄉的冒險之旅，總會有想家的時候，很多獨處的時間，遇到困

難的問題，以前總是有家人朋友的陪伴和幫助，可是一個人啊，總是會想

要去逃避躲開，就這樣放著不管吧，船到橋頭自然直，我不喜歡這樣的消

極態度，所以我學會去自己解決問題，不待在自己的舒適圈裡，一開始雖

然很難，很容易有放棄的念頭，常常手機握在手裡想要向父母哭訴，我會

就會不斷反覆的問自己，如果找了在太平洋另一端的父母能有所改變，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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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以後也要這樣依賴下去嗎，這樣是不行的，站起來解決問題才是最好的

辦法，而身旁也還有顧問和轟家可以幫忙。 

這一年裡面發生了很多我沒想像過的事情，雖然幻想過很多電影情節會發

生在我的交換年裡，但是現實總跟想像的不太一樣，像是在美國上學的體

驗，跟我在電影裡面看到的多少還是有些差異，雖然如此，我還是很珍惜

可以和大家一起上學體驗美式教育，像是和大家一起在學校餐廳用餐；下

課時間短，所以都會忙裡偷閒的一下課就聚在一塊聊天，或是跑班。老師

上課很喜歡和同學一起聊時是或是一起討論課題，補充很多跟課內相關的

影片，氣氛總是很輕鬆愉快。 

第一次段考之後，我的歷史成績可說是慘不忍睹，但是我的轟媽只有問

我，你有沒有盡全力呢？有沒有了解美國歷史了呢？雖然我的確很擔心成

績不好，不過啊我的確有好好的檢討了一番，在下次的考試也有發揮實

力。很謝謝我的轟媽並沒有責備我的成績而是希望我可以在下次考試時進

步，很幸運地，在台灣，我的爸媽也不會因為我得成績表現不佳而放棄或

否定我的其他表現。 

在開始的幾個月，見到了我們這個地區的交換學生，大部份來自歐洲，接

續是南美洲，而只有我是來自亞洲，一開始大家都會有些生疏，不過因為

每個月扶輪社的活動，我們也建立起了友誼。這也又讓我順便體驗了一下

去歐洲當交換學生的感覺，感覺像是連結到一個遙遠的地方，自由奔放和

及時行樂的氛圍，享受人生的意義，我和交換生的好朋友每次見面都會因

為相同或相異的文化習慣而開啟爆料大會，交換學生特有的問題和煩惱，

就像是同路人才知道的，每每提起，便會相視而笑別且為此感覺神奇。 

一年下來，會發現美國和台灣之間有很多不同不同的地方，也可以這麼

說，兩個不一樣的文化，各有它的優缺點，能夠有深刻的體會，多虧於交

換學生這一年接觸到不同的人，我很珍惜能夠有這樣的機會。我的第三個

轟媽常說，他們說話都很直接不拐彎抹角，如果覺得不舒服或是不習慣也

就儘管說就可以了，在第一次見到他之後，覺得她非常的精準地說明了美

國文化那非常明確直白的個性，相較於亞洲國家，例如我們台灣，常常會

為了表示體貼委婉，說話都容易繞一大個圈子也不達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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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就這樣也試著改變說話的習慣吧，以前習慣就會悶著忍著不說，可

是到頭來也沒辦法好地去表達我的想法，我的轟姐也曾提出我繞話的狀況

來。 

說話是門學問，說話太過直白也有可能會讓人覺得受傷，不管是直白還是

委婉都是一體兩面，試著打開心房去和人交流，我還是在學習中，可以正

確地表達出自己的想法也不會發生會讓人受傷、不經意的話。 

在我得知分發的國家之前，從來沒有想像過字既外來一年將在哪裡落腳，

過怎樣的生活，其實，這也都是取決於自己的態度和實際的行動。如果沒

有被分到雅利桑納州的這個小鎮，我是不是就沒有機會能夠認識我的轟家

們、朋友們和體驗當地美墨融合的文化了。自己覺得很慶幸可以分到這

裡，在一開始雖然覺得自己大概是住在墨西哥吧，說好的美式生活呢？ 不

過也多虧逾這的很靠近交界，所以能有機會到墨西哥的大城市去旅遊，享

受美食，和轟家一起慶祝感恩節、聖誕節還有新年。 

一整年的冒險時間，我過得很精彩也充實，很多事情又都還歷歷在目，美

國就像是我的第二個家，還有，墨西哥也還有另一個家在歡迎我。能夠有

機會可以去當交換學生，我的爸媽最是功不可沒，一直很珍惜這段時光，

也不忘父母的一路支持，努力辛苦賺錢，也時不時的為我加油打氣。我認

爲成為交換學生，犧牲掉可以和朋友一同畢業的幾會是值得的。雖然很多

人都為我放棄一年學業感到可惜，可我並不後悔。 

在得到的同時，付出是必須的，如果在學習自我成長的途中能夠找到自己

能夠發揮的才能和地方，不是也值了嗎？ 我能夠比同齡的人先體驗長大

後要入的社會，是多們廣大且複雜啊，親眼去看看這個世界的各個角落，

去開開眼界，增強自己對國際事務的關注和理解，而且在語言的學習上也

有很大的進步。  

 如果有人問我當交換學生好不好，那麼答案當然是好！心動不如

馬上行動，在高中生活的這段時間，如果能出國去體驗並放鬆享受生活不

是很棒的一件事嗎？ 

我會很支持我的弟弟妹妹去當交換學生，並且告訴我的朋友們，當交換學

生是多麼有趣，多們有意義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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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典璟 

明道高級中學2年級   派遣交換國家:美國 

父親:吳宗隆 TEACHER 

 

 

大里國光社 胡登荃 

為了準備短期交換，第一件重要的事當然是先搞清楚申請的方式、申請的

日期等等，等到這些瑣碎但是重要的事情都搞定了之後，其實大致上就木

已成舟了，因為英文能力是平常就要準備的，並不是一時三刻可以臨陣磨

槍！ 其實在申請的期間我遇到最大的困難大概就是準時繳交報名表與年

齡的限制了！  

  準時繳交報名表因為我在台北讀書，但是簽名等等的作業全部都在台

中，所以準備上有一定的難度，但是如果能用小心謹慎的態度看待與處理

這些事，確保不要出錯，一定能及時完成。再來就是年齡的部分，由於我

已經22歲了，很多營隊大部分都有年齡的限制，所以選擇自然比較少！ 

  交換期間我想我進步最多的便是與人之間的溝通與理解，由於大家都來

自不同的文化與背景，對於處理事情的態度和立場自然不同，喜歡吃的食

物不同、對於時間的觀念不同、消費水準不同，就連對笑話的接受程度也

不同， 所以跟大家相處，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不同的文化與體諒他人的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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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就像是我們在營隊裡面常常成雙成對的以夫妻相稱，但是當我們覺得

這是無傷大雅的玩笑的同時，有人對於這些非常的不以為然，甚至還有點

生氣！後來大家道歉之後才和好如初。 

  其實再去這個營隊以前，我一直有一種心態，總是認為外國的一切都比

較好！認為外國的環境比較適合我居住，認為外國的交通運輸系統比我們

便捷，或許是因為小時候出國的美好經驗把一切回憶昇華為全然美好的一

面，但是這次出國，我發現其實台灣的捷運、公車系統之完備與便捷，其

實是很多國家無法並駕齊驅的，台灣人對於觀光客的熱誠與熱心，其實一

直都給在異鄉旅遊或工作的異鄉人們一份溫暖而實在的鼓勵！以前我總

是覺得，我們不夠好，外國的一切都遠遠勝於我們，然而長大後，等到見

識真的比較廣了之後發現，其實生活之中有很多美好的事物，只是我們常

常沈溺於抱怨的氛圍中，而在抱怨的同時，我們往往會選擇性地去忽略一

些存在的美好，只讓抱怨的情緒淹沒了我們！尤其當周遭的人都在抱怨、

周遭的新聞報導的都是一些社會上的悲劇事件，難免會讓人產生一種失

落、難過的感覺，失落，因為我們土生土長的國家並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而

難過，因為我們習慣拿比我們更好、更先進的國家來比較。然而，這些我

們往往忘記了其實自己生長的台灣有許多優點，我們往往只是缺少了發現

的眼睛！ 

  真心覺得非常感謝能讓我有機會參與這個營隊，營隊中，我們有來自各

個不同國家的人們，有三個台灣人、三個印度人、斯洛伐克、捷克共和國、

羅馬尼亞、土耳其人，在這個營隊中，我看到了一句話的驗證：Under the 

skin, we are all the same! 意思是，其實不管膚色為何，不管你從哪

個國家來，不管你講什麼語言，我們都是人類！我們一樣能瞭解對方的喜

怒哀樂！在營隊期間，我們一同歡笑，一同製造了許許多多色彩繽紛、躍

然紙上的回憶、在離別時，我們一同一邊抱頭痛哭，一邊承諾彼此在不遠

的將來要踏上對方國家再續舊情！我真的非常喜歡這個營隊，然而我也知

道，要促成這個營隊的產生著實不易！謝謝Vernena ! 她是我們這次營隊

的主辦人，雖然他現在聽不到我講的這些話，但仍然覺得由衷的感恩，她

不僅促成了這個營隊，也讓我們這個營隊的大家產生了如膠似漆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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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她沒辦法整個營期陪在我們身旁，但是從我們下飛機的接送到離別時

的小禮物甚至是對於每個人無微不至的關懷與千辛萬苦把我們送達機

場，一切的一切，她都顯得如此用心與不同！謝謝她給我們的一切回憶與

思念！當然還有Vernena不再期間帶我們的Tanja以及其他許許多多的扶

輪社社友！是他們的熱情招待與他們所給我們的一切讓我們有了這段美

好的回憶！此外也非常感謝在台灣這邊的扶輪社友！由於他們的接洽與

各種努力，我們才能如此渺小的付出去換取這些對於我們人生意義非凡的

點點滴滴！謝謝他們讓我有機會去參與這個活動，儘管一開始的我認為我

已經有點年紀太大了，甚至還有點擔心會跟其他人無法融入，但是後來發

現其實這一切的擔心都是多餘的！只要秉持著一顆有活力的心去與其他

人交朋友我們一定能交到許許多多朋友！而這些朋友並不是一時半刻

的，而是一輩子的！ 

  還有最重要的，當然就是感謝我的爸媽，謝謝老爸參與了扶輪社，讓我

有機會參與這次的交換活動，也謝謝老爸的積蓄，能讓我決定出國時不至

於太過於困頓，謝謝我媽媽，總是她鼓勵我走出我的舒適圈！她也總是默

默的在背後支持我的決定！謝謝你們！ 

  在我參加了這個營隊之後，我認為可以把申請的年齡限制再更開放一

些，畢竟這麼好的活動，能參與的人數當然是多多益善，越多越好，因此

我認為可以把年齡層在拉廣一點，此外，也可以依據不同的年齡層做一個

更細的劃分，而依據劃分的年齡層去排更detail分得更細的活動！此外，

在參與的國家性質與營隊方面能讓我們有更多的選擇！雖然目前的選擇

已經是目不暇給了，但是我認為如果能結合學生在學校方面所學的主科或

是學生有興趣的科目來開一個營隊不外乎也是另一個很令人期待的結

果！像是比如說如果有學生對於金融方面非常有興趣，則營隊則可以結合

到國外的金融機構實習或者邀請各個國家對於金融有興趣的人參加，在營

隊中再由一個具有金融相關背景的人去帶營隊，帶著大家分組進行討論、

帶大家參觀、解釋給大家聽！這樣的營隊一定會是一個對於那方面有興趣

的人的天堂！因為可以和來自各國不同的學生交換意見並討論！這著實

令人興奮！此外，在這種營隊中，參與者因為志同道合所以我認為特別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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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找到不論是一同創業的好夥伴或是有許許多多話題可以聊的好朋友！

這必然會是一個令人難忘的經驗！ 

  從一開始的參加到後來的投入，我知道自己非常沉浸在這個營隊中，而

要辦成一個營隊，真的需要許許多多的人的付出與努力，不論是我看到的

抑或是在幕後的，一切都至關緊要！沒有一個環節是不重要的！我也很榮

幸能代表3460地區出國參與這次的活動，在交朋友的同時也一同宣傳台

灣！一同讓大家認識我們！ 

 

姓名：胡登荃 

學歷：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化學系   短期交換國家：德國 

父親:胡開化MOLD 

 

                       例會及活動照片 

     林郁方博士專題演講      林郁方博士專題演講 

  
     與東海社締結為友好社      與東海社締結為友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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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悟道扶輪社扶導成立 忠明高中扶少團 

 

 

第123週 

本週的扶輪思索是有關於扶輪的持恆Consistency。 

所謂扶輪的持恆Consistency就是持之以恆地去堅信—扶輪的使命在於

“行善天下Doing Good in theworld” 的一種服務的思想。從保羅ㆍ哈

理斯到現在有百多年了,其中不斷投入人力和很多的才華(包涵管理學、哲

學…..等)使扶輪各方面日趨完美,嚴格講起來扶輪的C.I.(Corporate 

Identity)分成三個方向,第一、(Mind Identity)在思想方面的一致性;第

二、(BehaviorIdentity)如何使團隊的行為的一致性、一體性;第三、

(Vision Identity)在視覺上和舉動上的一體性,這就是目標,尤其在

Vision Identity所謂扶輪徽章的完整性和”扶輪”二個字的運用,都已註

冊了,我們要保護它,使它不被應用在非屬於扶輪的事務上;要使它不跟政

治、經濟利益掛鉤,還有在不是由扶輪所主辦、不是扶輪所合辦及主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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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上都不能使用“扶輪”這二個字及扶輪徽章的圖案,因為它不去替其

他團體背書與利用。 

扶輪的持恆Consistency指的是堅信扶輪“行善天下”的思想方面,如何

把思想中心的觀念保持住?還有在新舊觀念交替時代,觀念如何調整呢?在

新世紀的開始,這不僅只是日期的變化,相信你、我的心目中已對扶輪已有

特別的定義及使命。2011年是扶輪106年,在此之前如何做好任內的基礎,

並且要不斷對此做一個省思跟評估我們組織是否完美?是否有需要改變。

而保羅ㆍ哈理斯在芝加哥年會就說過:「如果扶輪要實現其使命就必需時

時求進步,偶而要來做一番改革。」,雖如此,其基本原點也不能放棄,在改

變中如何使扶輪有更強大、更好的組織呢?面對許多俱樂部人數慢慢在銳

減當中;社會的重大轉變及人與人在溝通的改變,以為透過電腦網路就可

溝通的時代,所產生的問題,諸位要思考的是原因為何? 可能是社會的變

化;也可能是過去多年來做一些錯誤的事情;或扶輪基本規則。一直受到社

員的不重視它,所以國際扶輪前社長說過有30%的社員是對於他的承諾、奉

獻一直在堅持下去的;另有70%的社友都己經忘了,所以要加強扶輪精神,

要在扶輪裏建立一個前瞻性的精神、扶輪聯誼的精神、國際標準的精神、

寬容與團結的精神。同樣的我們的社員必需“集中求量”,他認為很多社

員已忘了自己的承諾;在對質方面,社員要增加好的,想有好的社員,如何

改善呢?他認為要透過正常的管道(如立法會議),在年度內要把大家的意

見由下往上來推展,在此邀請了一位優秀的人在組合眾多意見後,代表大

家於立法會議提出、發表出來。 

因此，在許多的改變中, 扶輪的持恆Consistency就是要我們大家不但要

堅信扶輪“行善天下”的思想，並且以該思想為目標，戮力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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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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服務人類 

 

2016-2017年度扶輪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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