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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一○五年八月十一日 

第 20 卷第 6期 

第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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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例會 8 月 11 日 星期四 

         時 間:下午 6:30 

         地 點:菊園婚宴會館        司 儀:廖繼鋒 LAWYER 

         專題演講: 如何降低車輛拋錨和事故發生機率 

         主講人:林毅勳 CAR 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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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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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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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監公訪的行程在 7/28 首次與草悟道社合作舉辦,在六大主委及

全體社友及夫人的動員努力之下,圓滿完成此項任務.緊接著今年度的

父親節慶祝晚會,在金色三麥包場舉行,此次活動出席踴躍超過 200 人次

的報名 , 感謝 Tool.Copper.Par 三位社友的熱情贊助歡喜!在主持人

Life 與司儀 Lawyer 的帶動下,讓大家愉悅的參與趣味活動以及結合 7.8

月爐邊的聯誼互動,希望能讓社友及夫人們留下歡樂的回憶! 

     各項社務在八月份陸續展開, RI 總社在今年度的作業大幅度改由

網路作為平台,各項計畫都須透過扶輪中心Rotary Club Central來建置及登

錄,目前本社已完成 100%的社友資料建構,各項設定的服務計畫目標也

照預定計畫逐項完成中,感謝 RCC 主委 Michael 及全體社友的協助讓社

務的推動運作順利. 

    另外的好消息 ~ 我們 RCCs 社區服務團已於 2016 年 8 月 2日正式

通過 RI 認證. 

本社也是目前 3460 地區唯一的完全扶輪社(扶青團.扶少團.社區服務

團.) 

    今晚的節目我們邀請到汽車維護專家 CAR 來為我們專題演講, 讓我

們深入淺出好好來了解汽車的各種疑難雜症解決之道!  

    另外,今年度的 RYE 的各項申請及辦法已開始運作,有鑑於讓社友

及夫人明白清楚本社 RYE 的各項施行辦法,今晚於例會後召開 RYE 接待

及派遣說明會.敬請社友及夫人出席. 

              

 

 

祝今晚所有與會的社友及夫人  佳節愉快.幸福平安！ 

 

 



                                                 2016-17 年度 

                                   1050811 期   

3 

 

PAR 秘書報告 

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受 文 者：本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 : 隨函檢附地區年度八大服務計畫案之「銀髮族老人關懷與青少

年反毒宣導活動」，如說明，惠請各社配合共襄盛舉，即請查照轉知。 

 

說  明： 

為宣揚扶輪之服務精神，配合社會現況需求，將扶輪社友關懷弱勢之心

落實於社會服務中，特別舉辦本「銀髮族老人關懷與青少年反毒宣導」

活動，如附件。 

主辦單位：國際扶輪 D3460 總監八大社區服務團隊 

承辦單位：台中市東海扶輪社社長呂肇傑(Tony)與全體社友 

本案聯絡人： 

八大服務活動—地區銀髮族與青少年關懷委員會主委： 

    東海社社長 呂肇傑 Tony，0932-617694。 

 

(二) 主  旨:本地區各扶輪社訂閱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月

刊，自 2016 年 3 月 15 日起改為自行訂購與定期預繳訂閱費用，如說明

及附件，即請查照轉知。 

說  明:  

1.依據扶輪社模範章程第 14 章扶輪雜誌相關規定辦理。(2013 程序手冊

第 209 頁)。 

2.參照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函文，略謂：依往年費用繳交情況

產生諸多困擾，故而於 2016 年 3 月行文至各扶輪社，並恢復各社每月

按當月應訂閱月刊人數，直接匯繳訂閱費給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

會，不再經由地區總監辦公室代為收繳。 

3.復查，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將自 2016 年 8 月 15 日起變更匯

款帳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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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南商業銀行儲蓄分行 

帳號：101160538383 

戶名：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 

4.各社如有任何扶輪月刊訂閱及繳款等疑義，請逕洽詢台灣扶輪出版暨

網路資訊協會。 

附  件:台灣扶輪出版暨網路資訊協會台扶網康字第 2016072501 號函

文。 

 

(三)受 文 者：3460 地區各扶輪社 

附  件：附件一、中華扶輪獎學金工作行事曆 

附件二、獎學金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 

附件三、中華扶輪獎學金申請書(2 份) 

附件四、獎學金申請人資歷表 

附件五、申請人家庭狀況調查表 

附件六、承諾書 

附件七、獎學金運用計劃書 

附件八、系所長推薦書 

附件九、扶輪社推薦函書 

附件十、函知中華扶輪獎學金申請  

主  旨： 檢送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 2016-17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金申請

簡章及相關資料各一份，敬請踴躍推薦 貴地區在學優秀研究生，確實

需要本筆獎學金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者，踴躍向戶籍所在地區扶輪社提

出申請。  

說  明： 

一、如主旨。 

二、各扶輪社推薦受獎學生之原則，敬請參閱本會「扶輪社推薦獎學生

之原則」，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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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敬請鼓勵貴地區所屬扶輪社熱心受理學生申請，尤其是確實需要本

筆獎學金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者，祈優先推薦。 

四、承蒙協辦，無任感禱。 

相關辦法請上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網站，2016-2017 年度中華扶輪獎學

金申請評審及頒發辦法與申請書表聯結下載，

http://www.cref.org.tw/201608NEWS.htm  

 

(四)受 文 者：3460 地區各扶輪社 

主 旨 : 函請貴社派員參加「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如說明及

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依本年度地區訓練委員會之規劃,訂於 8 月 21 日(星期日)假逢甲

大學 啟垣廳舉辦 

「2016-17 年度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惠請各扶輪社派員參加。 

二、地區扶輪基金研習會(DRFS): 

時間:2016 年 08 月 21 日(星期日)上午 12:30 ~ 下午 17:50 。 

地點:逢甲大學 啟垣廳(407 台中市西屯區文華路 100 號)。 

三、參加人員:地區助理總監、分區助理總監、3461 地區總監當選人、

3462 地區總監當選人、3461 地區總監提名人、3462 地區總監提名人、

各社社長、各社秘書、各社扶扶輪基金委員會主委等。 

四、惠請各扶輪社彙整參加人員名單,於 8 月 10 日(星期三)以前,傳

送至地區總監辦公 

室,以利作業。聯絡資料如下: 

電話 : (04)2567-0687 

傳真 : (04)2567-6087 

E-mail : 3460dg1617@gmail.com 

聯絡人 : 辦公室執行秘書 謝宜娟 Mag 

 



                                                 2016-17 年度 

                                   1050811 期   

6 

 

(五)例會結束後將舉辦 RYE 交換學生派遣及接送相關說明，以及接待家

庭協調會，歡迎社友及夫人參加。 

 

 

CAR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964 次例會，7 月 28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4 位   2.出席人數:64 位   3.出席率:100 % 

WILLS 糾察報告 

第 964 次例會 7 月 28 日歡喜曾建忠 1000 元、何應欽 1000 元、 

劉顯彰 1000 元、詹順偉 1000 元、曾復興 1000 元、劉國勳 1000 元、 

張煥文 1000 元、莊榮華 1000 元、戴百樟 1000 元、蔡秋明 1000 元、 

李國文 1000 元、廖欽炯 1000 元、張明選 1000 元、林炳村 1000 元、 

黃輝錦 1000 元、賴基詮 1000 元、陳誌平 1000 元、李盛明 1000 元、 

林登華 1000 元、黃國卿 1000 元、林銘鑒 1000 元、周國昌 1000 元、 

蘇武宗 1000 元、陳益武 1000 元、黃文隆 1000 元、葉森雄 1000 元、 

陳鴻文 1000 元、廖朝南 1000 元、吳宗隆 1000 元、李禎祥 1000 元、 

廖偉帆 1000 元、鐘錦坤 1000 元、劉憲隆 1000 元、康賜鑫 1000 元、 

廖繼鋒 1000 元、葉秀仁 1000 元、邱仕銅 1000 元、胡開化 1000 元、 

吳敬堯 1000 元、蔡永富 1000 元、黃承偉 1000 元、張祈雄 1000 元、 

葉仲任 1000 元、曾文義 1000 元、邱翊紘 1000 元、黃健源 1000 元、 

施澧羽 1000 元、詹振忠 1000 元、陳信宏 1000 元、黃志豊 1000 元、 

吳彥恆 1000 元、黃英彥 1000 元、陳威岳 1000 元、陳茂煒 1000 元、 

鄭宇宏 1000 元、林毅勳 1000 元、邱志明 1000 元、林文耀 1000 元、 

蔡政憲 1000 元、王國瑋 1000 元、呂榮文 1000 元、吳本源 1000 元、 

林杰彬 1000 元、陳奕源 1000 元。 

共 64,000 元   感謝社友熱心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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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Y 節目主委報告 

一、 第 966 次例會 8 月 11 日(星期四)下午 6:30 菊園婚宴會館 

專題演講:如何降低車輛拋錨和事故發生機率 主講人:林毅勳 CAR 社友 

二、第 967 次例會 8 月 18 日(星期四)下午 6:30 菊園婚宴會館 

專題演講:茶藝與古典饗宴 主講人:邱翊紘 WILLY 社友 

三、第 968 次例會 8 月 25 日(星期四)下午 6:30 菊園婚宴會館 

專題演講:精彩人生~把自己當品牌經營   

主講人:資深講師 葉鴻裕 

 

TOOL 會計報告 

一、 因修正交接收支明細，故調整上半年度社費收費金額(調整後如下

表)，並請參閱臨時理事會交接收支明細通過案 。 

二、 請社友繳交 2016-17 年上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三、 明細如下常年會費$30,000 元、扶輪基金百周年配合款 850 元、RI

會費 750 元、中華扶輪教育基金 2500 元、扶輪月刊 600 元、3460

地區基金 600 元、總會會費 100 元、社秘交接匾額 800 元、交接

分攤金 1982 元，共 38,182 元. 

四、 社長:55,220 元、秘書:41,346 元、副社長:46,110 元、理事:40,164

元、社友:38,182 元、寶眷社友: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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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FE RYE 主委報告 

受 文 者：2015-2016 年度長期派遣扶輪社 

2016 年短期派遣扶輪社 

附  件：1.『短期』如何準備歸國報告&程序表 

2.『長期』如何準備歸國報告&程序表 

3.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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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請通知貴社派遣學生務必準時出席『長、短期青少年交換計

劃之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說  明： 

一、首先感謝貴社參與青少年交換計劃，也恭喜貴社所派遣學生順利光

榮地履行外交小尖兵的使命，凱旋歸國。 

二、請各派遣扶輪社通知「長、短期青少年交換計劃之派遣學生」，於

下列所示日期與地點準時出席歸國報告，地圖如《附件三》。 

※『短期』日期：2016 年 08 月 26 日(星期五)13:00～17:00 

※『長期』日期：2016 年 08 月 27 日(星期六)08:30～16:00 

※地點：朝陽科技大學-行政大樓(地址：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路 168 號) 

三、長、短期青少年交換計劃之派遣學生請根據《附件一》與《附件二》

說明來準備本次歸國報告，並與大家分享交換心得，當天活動長期交換

學生請著 RYE 制服；長短期派遣學生請務必在 08 月 10 日(星期三)中午

前將相關資料回傳至報告書專用信箱 d3460yep.af@gmail.com，逾期不受理，

未於規定時間內回傳參加回函與繳交書面報告及無故未假缺席講習

者，當天將不發給證書，且事後一律不再補發。 

四、如有任何疑問，請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Zoe 吳小姐(E-mail: 

 d3460yep@hotmail.com)或助理 Maíz 簡小姐 (E-mail:  

d3460yep.af@gmail.com)；電話：04-2223-3460、傳真：04-2226-3460。 
五、函請查照。 

 

附註: 

依據"105 年 5 月 6日文總字第 15160506165 號函＂與 

＂106 年 8 月 4 日雄總字第 050804001 號函＂通知(詳如附件一、二)， 

有關歸國學生應配合完成應盡義務才能領取歸國證書，請各學生務必在

8/11(四)前事項補齊，未配合繳件者將無法獲得歸國證書，事後也無法

補發，往後也將停止該生申請長、短期交換的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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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IN 扶輪之子主委報告 

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活動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6-17 年度扶輪之子委員會策劃 

活動源起：認養扶輪之子計畫已進入第三年，為了響應 2016-17 年度主

題「扶持弱勢、淨化社會、培育英才」，所以扶輪之子委員會特別策劃

「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希望藉由本次活動喚起社會大眾主動

關懷弱勢家庭，並具體實踐「扶輪服務人類」的精神，歡迎社友一起參

與共襄盛舉。 

活動內容：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 

主辦社：台中 2-3 分區共八社(霧峰社、大里社、太平社、烏日社、大

里國光社、大里中興社、太平洋社、草悟道社)聯合主辦 

參加對象：台中 2-3 分區各社所認養的扶輪之子 

報名時間：自 105 年 9 月 1日起至同年 9 月 20 止 

作品截稿日：105 年 11 月 30 日(三) 

作品評選日：105 年 12 月 16 日(五) 

頒獎時間：106 年元月 7日(六) 

頒獎地點：台中市草悟道廣場 (扶輪日活動地點) 

活動經費：預估 48,000 元(各社平均分擔) 

參賽人數：200 人 

※參賽作品須郵寄至各主辦社並換取精美禮品一份 

 

活動細則 

活動報名：參加者請向被認養者之所屬機構或各主辦社報名，扶輪之子

委員會將統一發送感恩畫卡至各社。 

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之組別、獎金及名次 

組別：國小組（低、中/高年級）、國中組、高中組（共四組） 

作品名次：金牌、銀牌、銅牌各 1名、優選 5名、佳作 5 名(按各組別) 

國小組獎金與名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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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年級」金牌 1,000 元、銀牌 800 元、銅牌 500 元、優選 300 元、佳

作 200 元 

「中/高年級」金牌 1,500 元、銀牌 1,000 元、銅牌 800 元、優選 500

元、佳作 300 元 

國中組、高中組獎金與名次如下： 

金牌 2,000 元、銀牌 1,500 元、銅牌 1,000 元、優選 800 元、佳作 500

元 

※作品寄到：台中市五權一街 15 號 1 樓 

※得獎名單：105 年 12 月 20 日(二)公佈於扶輪之子委員會網站中 

※得獎者須於 106 年 1 月 7日(六)至台中市草悟道廣場接受頒獎。 

台中 2-3 分區八社聯合主辦 

主辦社︰霧峰社/大里社/太平社/烏日社/大里國光社/大里中興社/太

平洋社/草悟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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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作品所有權人同意提供給主辦社有權使用 

國際扶輪 3460 地區 2016-17 年度、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比賽 

姓名︰ 年齡︰ 得獎名次︰ 

參加組別︰ 所屬機構︰ 截稿日︰105 年 11 月 30 日

(三) 

所屬社︰ 認養人︰  

  扶輪之子感恩畫卡設計之組別、獎金及名次 

  組別：國小組（低、中/高年級）、國中組、高中組（共四組） 

  作品名次：金牌、銀牌、銅牌各 1名、優選 5 名、佳作 5 名(按各組

別) 

  獎金與名次如下： 

  國小低年級：金牌 1,000 元、銀牌 800 元、銅牌 500 元、優選 300 元、

佳作 200 元 

  國小中/高年級：金牌 1,500 元、銀牌 1,000 元、銅牌 800 元、優選

500 元、佳作 300 元 

  國中組、高中組：金牌：2,000 元、銀牌 1,500 元、銅牌 1,000 元、

優選 800 元、佳作 500 元 

※得獎名單：105 年 12 月 20 日(二)公佈於扶輪之子委員會網站中。 

※得獎者須於 106 年 1 月 7日(六)至台中市草悟道廣場接受頒獎。 

※參賽作品須由所屬機構郵寄至各主辦社，換取精美禮品一份 

扶輪之子委員會 主委：林炳村 Jason 

活動策劃組 聯絡人：林南菁 ART 

    聯絡電話：0928607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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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活動請於九月一日前通知學校或所屬機構 

活動通知：扶輪之子委員會行文給各扶輪社，各扶輪社行文給學校或所

屬機構， 

再由學校或所屬機構通知扶輪之子報名。 

報名手續：扶輪之子向學校或所屬機構報名，再向各扶輪社報名，統合

後通知扶輪之子委員會。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20 屆 7 月臨時理事會紀錄 
壹、日期：105 年 7 月 26 日(星期二)晚上 7:00 

貳、地點：大里工業區工業 20 路 58 號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3 人、缺席 2 人 

曾建忠.林炳村.何應欽.曾復興.張明選.康賜鑫.張祈雄. 

吳宗隆.劉國勳.黃輝錦.劉憲隆.鍾錦坤.黃承偉.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 請審查新社友 陳奕源先生 入社案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審查修正第 20 屆交接典禮收支明細 (附件 1)。 

   決議: 照案通過 

   三、請審查永隆國小補助添購飲水設備一案(附件 2)。 

   決議: 照案通過 

   四、請通過寶眷社友-入社案  共計 11 位 

   名單如下: 

  麥鳳琴 林柏伶 黃錦惠 陳淑真 吳麗秋 林淑惠 魏瓊珠 巫翊華 謝

惠如 謝味珍 何湞惠 

   決議:通過 

   附議:鼓勵社友夫人自由參加 

 柒、臨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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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討論是否認捐中華扶輪教育基金會(統一捐款)每位社友 600 元 

決議:今年度已推薦一名碩士生 , 所以今年度不認捐統一捐款. 

 捌、散會 

 

修正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20 屆交接典禮收支明細 

收 入 支 出 

明 細 金 額 明 細 金 額 

本社社友歡喜 $63,000 餐費 43 桌-6 桌社長自付+ $186,200 

各友社來賓歡

喜

$35,500 紅布條 $1,800 

大里社 1桌 $5,000 特刊 200 本(8 頁彩色) $26,000 

太平社 1桌 $0 攝影 $3,000 

烏日社 1桌 $0 盆花、胸花、花束 $14,100 

大里中興社 $5,000 樂團 $25,000 

霧峰社 2桌 $0 邀請卡(22*180 張) $3,960 

草悟道社 3 桌 $15,000 威士忌 760*12+紅酒 350*4 $25,920 

台北南海社 $7,000 菊園~水 30*5 $150 

嘉義中區社 $14,000 菊園~海尼根 100*24 $2,400 

  夫人舞蹈費用 $15,000 

  夫人舞蹈扇子 1500+承租舞

衣 840

$9,900 

  文具 $2,397 

  佩帶、肩章、槌 $7,050 

    

合 計 $144,500 合 計      $322,877 

助理總監、社長、秘書賀匾$16000*3/60=800(人) 

餐費: 43 桌素食套餐 2份-社長 6桌(自付)= 37 桌*5000+1200= 186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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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社 1桌、烏日社 1 桌、霧峰社 2桌互抵 

322877-144500=178377/90 點=1982(點) 

 

親友桌*4 桌同期*2 桌 5000*6=30000 (社長自付) 

餐桌點心餅乾 3500+香蕉 3000(社長贈)+紅酒差額 250*48=12000(社長贈) 

續盟簽約禮筆 1000*2=2000(社長贈) 

 

         

       大里國光扶輪社第 20 屆 8 月理事會紀錄 

壹、日期：105 年 8 月 5 日(星期五)   17:30 
貳、地點：金色三麥 

叁、出席人員(簽名)：應到人數 15 人、實到人數 12 人、缺席 3 人 

曾建忠、何應欽、張明選、李國文、劉顯彰、黃輝錦、曾復興、 

張祈雄、劉憲隆、黃承偉、鐘錦坤、康賜鑫、劉國勳 

肆、列席：  

伍、主席報告：  

陸、提案議題： 

一、 請審查 7月份收支明細(附件 1) 

  決議:照案通過 

 

   二、請討論與台中東海社締結為友好社 

   決議: 照案通過並設置主委一位  

 

   三、請審查興大附中合唱團海外教育旅行補助計畫(附件 2) 

   決議: 補助 30000 元整 

 

   四、9/8 變更為 9/10(六)慶祝中秋節暨女賓夕慶生會 

       地點:助理總監 JASON 工廠 

   決議: 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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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請討論扶青團 8 月 13 日授證活動,特刊補助經費 $16000 製作費 

   決議:補助經費上修為$20000 元整 

 

六、參加世界年會社友是否補助費用? 

   決議:提案人撤案 

    

七、請審查服裝基金不足經費(附件 3) 

 決議:由新社友入社費基金扣之$115000 元整 

 

捌、臨時動議: 

   執行秘書薪資,調整為$24500 元整 

   決議:照案通過 

 

九、散會 

 

 

大里國光扶輪社 

青少年交換(RYE)派遣規範(102.12.09) 

一、 派遣扶輪社 

1.設 RYE 主委一名，負責 Outbound 學生甄選及接待學校協調，一年一

任。 

2.設 RYE 顧問一名，負責 Inbound 學生接待家庭協調及學生在校期間發

生問題的處理，一任兩年。擔任顧問期間不宜接待 Inbound 學生，另外

顧問需保管 Inbound 學生護照。 

3.RYE 交換學生，申請資格須符合 3460 地區青少年交換委員會之規定。 

 4.每年本社最多派遣 3-4 位學生參加地區甄選。 

 5.本社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由當屆理事組成，主委及顧問為當然甄

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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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參加甄選之派遣學生家長不得擔任甄選委員會委員。 

二、 社內報名甄選辦法: 

1. 甄選資料由 RYE 主委審核後送社內青少年交換甄選委員會 (比照地

區甄試委員會辦法，辦理甄選審核)，通過甄選者，由社長及社長當選

人簽名後再送地區青少換年交委員會報名。 

 2.參加甄選學生年齡需為 15-18 歲 (派遣日期前不得超過 18 歲)。 

 3.派遣優先順序： (1) 有全民英檢初級及格的學生。 

            (2) 年齡較大的學生。 

            (3) 有才華、才藝的學生。 

            (4) 年齡相同的學生，以社友入社年資久者為優先。 

 4.Outbound 學生甄試前需填寫接待家庭順序名單 (由顧問幫忙協調，

並由接待家庭夫妻簽名同意)。 

 5.Inbound 學生來台前，主委及顧問需先召開接待家庭協調會議 (討論

Inbound 學生來台居留時間，並協調接待日期)。 

 6.顧問應記錄全部接待家庭的接待次數及排序，並負責保管接待家庭

的接待排序表，此份紀錄須列入顧問交接。 

三、 社友擔任接待家庭規則 

 1.尚未完成接待責任之社友，有優先擔任接待家庭之義務。 

 2.有意願派遣學生之社友，派遣前一年可優先接待 1-2 次，派遣年度

再接待 1-2 次，以求盡速完成接待義務。 

 3.非扶輪社友亦可擔任接待家庭，擔任接待家庭者，需符合 RYE 規定-

到警察局申請良民證 (非扶輪社友由派遣學生家長推薦亦算其接待次

數)。 

 4.派遣學生之家庭，除了需繳 區規定之費用外，還需繳交社內規定之

RYE 基金及接待家庭準備金。 

 5.派遣學生之家長，每派遣一名學生，就有義務擔任接待家庭一年，

每 2.5 個月到 3個月為一期，共需接待四期。 

 6.擔任接待家庭優先順序：以有派遣學生家庭為第一棒，並為學生取

中文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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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第一棒交接給第二棒前一星期，需先告知預備接待之家庭。 

 8.接棒之家庭，需先主動前往迎接學生到其家庭。 

 9.每換新接待家庭之第一天，需先告知學生 6D 的規定。 

10.接待家庭除供應三餐給學生之外，假日有空應帶學生到郊外放鬆心

情，並以自己小孩的心態關心 Inbound 學生。 

11.Inbound 學生來台後，第一棒接待家庭需到學校替學生辦理註冊及學

生證，然後到移民署辦理居留證。 

四、 Outbound 派遣學生費用 

1.地區甄試入選後，派遣家庭需先繳交台幣 17 萬元給地區委員會，其

中 50%退還給本社，扣除代辦中文教材費及其他費用等(依照地區規

定)，約剩台幣7萬多元，作為本社Inbound學生學雜費及每月台幣3,000

元零用金之開銷。 

2.Outbound 學生確定派遣出國後，派遣家庭需繳交社內 RYE 基金台幣 1

萬元及接待家庭準備金台幣 6 萬元。 

五、 接待家庭準備金用途 

1.接待家庭準備金僅用於熱心的接待家庭，每月補助每名學生生活費台

幣 5,000 元，待派遣學生的家庭接待四期責任完成後，餘款再退還給派

遣學生之家長。 

 2.未完成接待責任之家庭，接待期間不得申請補助金。 

六、 接待學校協調 

 1.由社長、秘書及 RYE 主委負責協調、溝通。 

 2.每學年度學雜費：國立高職約台幣 4 萬 5千元，私立高職約台幣 8

萬 5 千元 (含中文教學台幣 2 萬元)。 

 3.RYE 為本社有意義的青少年服務項目，每年由社務費用編列預算 4 萬

元，為補助學校學雜費，計每名學生一年 1萬元，不足部分再由派遣學

生之家長平均分擔。 

七、 RYE 基金用途 

1.鼓勵社區清寒學生當青少年交換學生之補助款。 

2.Inbound 學生於本社國內春秋兩季旅遊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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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Inbound 學生到台繳交費用，依照地區規定辦理。 

1. 由顧問代收 Inbound 學生費用： 

  (1)地區舉辦國內兩次旅遊費用，美金 1,000 元 (學生可自由選擇參

加) 。 

  (2)跨年活動費用，台幣 900 元。 

   (3)緊急預備金，美金 300 元 (緊急預備金剩餘款，學生回國前再退

還)。 

 2.Inbound 學生來台前有保險者，需另加健保費美金 200 元。 

 3.Inbound 學生來台後若未有保險者，需購買保險及健保費共美金 650

元。 

 4.Inbound 學生應於每月初參加本社例會，並發給每名台幣 3,000 元零

用金。 

附註: (除本社內規外，一切規定均按地區規定辦理) 

1. 本社 RYE 報名日期: 7 月 15 日前。 

2. 本社 RYE 甄試日期: 7 月 31 日前。 

3. 地區 RYE 報名日期: 8 月 31 日前。 

4. 地區 RYE 甄試日期: 9 月 30 日前。 

5. 地區出國前教育訓練: 10 月初開始，每月一次約七次。 

6. Outbound 學生於 7月底至 8月底準備出國。 

7. Inbound 學生應於 8 月 20 日至 9 月初到台灣。 

8. Inbound 學生應在隔年 7 月 20 日前回國，若有其他因素需延期居留

台灣，則需經本社及地區委員會同意。 

9. Inbound 學生來台 6 個月後，需到本社例會，以中文介紹自己的家庭

及國家。 

10. Inbound 學生離台前需到本社例會，以中文演講交換學習之心得。 

11. Outbound 學生出國前，需到本社做出國報告。 

  12. Outbound 學生歸國後，需到本社參加例會，並報告派遣心得之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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聯合公訪 7 月慶生會暨女賓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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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團成立 總監社務行政會議 

8 月份理事會 金色三麥 7.8 月爐邊父親節女賓夕 

  第 117 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例會之用餐與指定固定之場所開會的由來？ 

扶輪社於 1905 年創立後，原先扶輪社例會中並未用餐之事。直至 1909

年美國第三個創立的加州奧克蘭扶輪社的某次例會中，有一位社員牛頓

因例會遲到被糾察時說明是因為用餐而延誤時間所致。此時例會全場一

致決定自次週例會起先共餐後再開會。從此例會會場氣氛和樂，社員彼

此間之情誼增進不少。 

其後各地之扶輪社群起仿效於例會中共餐，也因為須準備共同用餐而指

定固定之場所開會以取代過去輪流在社員職場開例會的慣例。但是直至

今日尚有極少數的扶輪社仍在社員職場或住所輪流開會，例如新加坡扶

輪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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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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