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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 

        ~國際扶輪 3480 暨 3500 多地區少年交換訓練講習會~ 2010/Nov/13 

                                     主講人: EEMA 前主席( 1997-2000 )Werner KELLER 

                                      翻譯 : PPWater 陳秀津 ( 台北永福社 )   

 

1、引言與寒喧 

          今天能夠再度出現在各位的面前，而且在如此愉悅、友善以及充滿愛的氛圍下演講，我

深受感動，也受到莫大的鼓舞。 

          內人 Marlis 和我本人非常高興再度來台與我的台灣好友相聚，體驗這美麗的寶島(ILHA 

FORMOSA)之美，更讓我們印象深刻的是台灣多元的文化和偉大的歷史。 

當然我也非常樂意接受貴青少年交換委員會的邀請，為今天的訓練會演講，並藉此機會與大

家分享多年來，透過不同管道所締結的國際友誼和服務經驗。 

同時我也倍感榮幸，因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的因緣而得以在此代表德國 1860 地區向各

位致意。D1860 涵蓋我的故鄉海德堡大學，其成立於 1386 年，乃德國最古老的大學之一，靠

近德國與法國和瑞士邊界。 

在歐洲許多次的 EEMA 會議中，我個人非常感恩；台灣的代表們真誠而熱情的給予意見，

切磋 YEP 經驗。讓我們的討論得以達到具有激勵作用及建設性的結論。我們為台灣擁有如此

傑出的青少年交換計劃暨服務團隊倍感驕傲。 

          能夠成為擁有全球一百多萬男女社員「國際扶輪」其中的一員，讓我感恩也引以為榮，

自 1970~71 年度我加入扶輪開始，我即參與青少年服務及交換計劃，這些結合國際網絡以從

事社會服務，促進文化交流親善與和平,  是激勵我加入服務的原動力  

 

2、國際扶輪的構想與啟示 

          扶輪是一個全球性的社團組織，集合 120 萬各界事業與專業菁英以及社區領導人。其組

織成員稱之為 Rotarian (扶輪社員)，從事各項人道服務，鼓勵各領域以高道德標準自許，並建

立世界之親善與和平。 

全世界共約 33,000 個扶輪社，分佈於 200 個國家與地域。各扶輪社乃非政治或宗教組

織，而且開放給各種不同文化人種和信仰的人參加；社員包含各年齡層的男性與女性。 

扶輪的座右銘是「超我服務」，扶輪的主要宗旨是服務---對社區、對所有工作場所 甚至全世

界的服務。 

扶輪社友被鼓勵以四大考驗來檢試自己的一切思想和言行。 

○1   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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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   能否促進信譽與友誼？ 

○4   能否兼顧彼此利益？ 

國際扶輪 2002 年起對於青少年服務採取下列聲明： 

國際扶輪為所有參與扶輪活動人員，維持並善盡最大之安全環境。凡扶輪社員、其配偶/伴侶、

以及其他所有義工人員應關心並維護兒童/青少年之安全，防止對其身體、性或精神上的虐待

/侵犯行為。 

 

3、何謂扶輪青少年交換 

3-1 扶輪青少年交換的起源與發展 

當我們回顧扶輪過去 100 多年的歷史，則可得知扶輪在其非常早的時期即開始從事青年

服務與交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人類災難之後法國 Nice RC 於 1927 年開始與歐洲的某些國家

進行青少年交換。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的寬容和無私，拓展學生與家長的視野並豐富他們的

人生。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扶輪青少年交換展開另一個新紀元；1952 年來自歐洲各國的扶

輪友再度相聚而他們國家在那邪惡/可怕的世界大戰中，曾經互為仇敵且彼此交戰。基於這災

難背景，他們希望年輕人們彼此相識成為朋友，在歐洲各國之間建立新的友誼與合作關係。

逐步漸進在 1989 年全歐洲各國加入青少年交換。最後英國 RIBI 加入而稱之為 EEMA( 歐洲、

東地中海暨非洲 ) 

    在 RI 正式承認 EEMA 之前，由於這些人的積極投入與經驗，讓歐洲各扶輪社認同青少年

交換乃為扶輪之第五大服務，這意味著將來各扶輪社的青少年工作/服務人員會是扶輪社各委

員會之活躍且主動的成員。 

    在我擔任 EEMA 副主委和主委的 6 年當中，我們歷經歐洲新的政治型態的形成；也就是

所謂的「鐵幕」在我們長期的期待中「意外」的被打開。在東歐與中歐過去曾經是共產主義

的國家有許多新的扶輪社暨扶輪地區形成。1997 年 EEMA 第一部份在芬蘭 Helsinki，第二部

份在俄羅斯的聖彼得堡舉行，1998 年奧地利，維也納 EEMA 主題為「從青少年交換到融合」。

當年超過 10 個蘇維埃國家正式成了扶輪青少年交換的服務夥伴，而今年 2010 於瑞士之 58th 

EEMA 共有來自世界 34 個國家 300 位代表出席參加。 

    基於政治現實暨經濟的考量，歐洲傾向於打破藩籬，跨躍彼此文化與思想的鴻溝而結合

成立歐盟。我的生平正巧反映了近代歐洲歷史的寫照：我出生並成長於兩次世界大戰之間，

歷經偽善暨種族主義者的統制，吾輩同胞(我與我的同儕)在幾乎沒有自由的情況下，必須忍受

當局對人權與人類尊嚴的忽視。而在我的國家，分隔兩半(東、西德)30 年之後才有機會體驗

新的「民主自由的德國」。在柏林圍牆倒塌之後，我們才能自豪並嚴謹的目睹歐盟的成立和發

展。我抖膽的說，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基於以上的歷史背景，至今依然以增進國際間之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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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善與和平為宗旨。 

我非常讚賞國際扶輪基金委員會自多年前(2002)起設立了一個良好的典範，亦即，成立「扶

輪和平暨解決衝突研究中心」，提供獎學金給傑出的青年學生並修得碩士學位。到目前為止，

已有將近 500 位來自世界各地的學員參與此計劃。建議各位社友也能在你們所屬的地區/委員

會宣導並推薦適當的人選申請參與這個不可多得的計劃。 

每年將近 8,000 位，來自 100 多個國家或地域的學生透過 YEP 進行交換計劃。扶輪青少年

交換提供無數的機會給年輕人拓展他們的視野。 

扶輪青少年交換提供機會給所有年輕人參加，不管他們是扶輪社員的親人與否。其活動

內容可從為期 2 周的訓練營(Camp)  和組團(Tour)或短期交換‐‐家庭對家庭的 home stay，甚至

可考慮是否包含職場體驗或學術研究；到為期一年居住在接待國並就讀於接待學校的長期交

換計劃。 

透過參與以上的交換計劃，讓年輕人瞭解並包容不同的文化和信仰且引導年輕人體驗扶

輪服務理念，為使其將來也可能成為扶輪社員做準備。 

3-2-1 短期交換 

是讓青少年瞭解其他國家以及自己的好方法 

 利用 2~3 星期到國外與接待家庭或接待社同住(或宿舍/招待所，如：滑雪、帆船運

動、登山、音樂、藝術、訓練營……等) 

 充份利用時間，讓它發揮最大的效益 

 提昇語文能力並建立長期國際友誼 

 學習不同家庭、社會與文化行為或傳統 

而你(交換學生)必須接待「你」(學生/接待社/地區)的交換夥伴(配對對象)約等長的時間

做為回報。這對學生而言是一個很好機會去發掘他國文化，提昇你(學生)未來賴以維生的技

能，並結交國際友人。切記：接待父母/監護人不只限於扶輪社員。 

經過 RI 認證的國家都可以進行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與各國交換學生。建議盡早通知各

扶輪社，盡早提出交換申請。 

3‐2‐2 長期交換 

提供你(學生)獨特的機會到國外學習並繼續接受教育，在此期間你(學生)將與接待家庭

同住，學習接待家庭的生活、社會體制和文化，且藉以更進一步的瞭解自己。 

 認識新朋友並建立長期友誼 

 發展對未來生涯有所助益的新技能 

 學習新的生活模式，甚至新的語言 

 享有終身難忘的經驗 

長期交換並不至於使你(學生)的高中教育產生一年的空檔，在某些國家甚至於要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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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學院/職校上學，整個過程讓你(學生)能夠在不同的國家繼續受教育與學習文化。 

青少年交換的花費並不高，而且我們一路陪著你(學生)成長是一個惠而不費的服務計

劃，扶輪的青少年交換已歷時超過 60 年，所以交換學生及父母將從中獲益。學生父母並不一

定要是扶輪社員，而我們所要尋找的是 16~18 歲具有熱忱且足以代表他們國家的親善大使。 

          每年有將近 8,000 個年輕人得以擁有這一生可能只有一次的機會參加青少年交換。名額

非常有限，請上網查詢相關資料並填妥申請書。而首先要做的是，獲得扶輪社的派遣。 

          扶輪的 Camp(訓練營)或 Tour(組團)可結合年輕人的任何興趣，並提供他們難忘的經驗。

扶輪從 Camp(訓練營)到 Cultural tours(文化訪問團)提供所有一切的機會給年輕人。 

3-2-3 新世代交換 

我們通常稱新世代交換為 NGE，是年齡 18~25 歲的短期交換；透過職場體驗、文化洗禮

和道德醒思來促進國際間之瞭解與親善 

 發展新技能與經驗，藉以幫助你(學生)自我定位 

 學習不同的文化與修為/常規 

 建立人際網路，結交理念相同的朋友 

這個服務計劃主要對象為：大學/專生或已經完成職業訓練，並即將接受更高一層教育

的人。 

NGE 如何運作：此計劃主要提供給 

1、18~25 歲年輕人 

2、剛從高中/職畢業且更進一步接受大學/大專或更高一層教育之前，想要體驗對其

本身有所助益的職場經驗的人 

3、學士或大學/專在學學生 

4、想要發展職場技能和實務經驗或是想從事社會工作者 

5、新世代交換所安排的職場體驗乃不支薪，其在國外交換期間主要針對其職場規     

劃和抱負，當然包含文化瞭解和旅遊 

6、NGE 的交換期限有很大的彈性，從 3 週~3 個月。出發時間主要依接待社之同意而

定。個別 NGE 交換時間由接待社及參與計劃的人決定。 

通常學生將寄宿於被指定的接待家庭，然而，部份基於其職場體驗的職業特質考

量，學生可能被安排住在安養院、招待所、學生宿舍，但都必須居住於建築物之內。 

NGE 學生也會由接待社指派一位顧問予於協助，行前準備、交換期間之問題解決。 

  對許多國家的青少年交換計劃而言，NGE 是一個很新的單元，然而目前參與此項

交換計劃的國家正在增加當中。 

3-2-4 訓練營與組團 

  Camp，tour 集合世界各地的學生，提供良好的機會給年輕人，體驗不同文化與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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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態。不論是否為扶輪社友家族皆可參與。 

目標： 

 透過你的扶輪地區從全球各處的 Tour 選擇其一參加 

 與一群相同年齡層的國際學生相處一段美好的時光 

 學習領導與溝通的技巧 

其乃對你往後人生頗有助益！ 

3‐2‐5 殘障青少年交換 

                當我們以愛心與責任落實青少年交換計劃時，請記得以同樣的心情去關愛殘障青少

年，並將他們融入此計劃。 

                依我所知，以上殘障青少年交換是在 40 多年前從歐洲的 Norway 開始。創始者 Peter 

Wessel 社友，他後來成為 RI 理事，非常傑出的社友，是多年的 EEMA 會員。Peter 在他的扶

輪社、紅十字會國家委員會以及近代的 Norway 國王(1903~1991)Olav V 的支持下，讓殘障青少

年交換計劃變得非常蓬勃，Olav V 國王與 Peter Wessel 私交甚篤。由於 Peter Wessel 的努力，

為殘障青少年交換計劃定下高品質和標準也成為 Scandinavian(北歐)其他國家，歐洲各國和南

非的典範。緊接著世界各地的許多扶輪地區也一起效法，而成功的落實該計劃。 

                殘障青少年交換計劃往往帶給參與者獨特的回報，然而各扶輪地區/社必須遵循某些

特定的指導方針，去執行青少年交換計劃才能確保 YEP 的成功。RI & EEMA 的指導方針請上

網：www.youthexsa.org.za/docs/igwd.pdf；它將協助我們有效的學習且有信心的去從事青少年

交換計劃。 

恭喜!在過去幾年當中 TRYEX 也非常成功且技術熟練的舉辦 Camp 與相關活動 

4、主題‐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 

      今天的講題「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乃引用今年瑞士 EEMA 青少年交換會議的主題。 

當然，這個主題(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對扶輪社員、朋友、家庭所有參與 YEP 的人而言

是一個「明智啟示」 

回想我 30 多年來在扶輪社，地區和 RI 從事青少年交換服務經驗；當我於 1974 年第一次

參加在 Amsterdam 的 EEMA 會議起，我就確信，青少年交換計劃是國際扶輪皇冠上最閃耀最

漂亮的一顆寶石。 

    事實上我膽敢說，扶輪青少年交換計劃帶給國際扶輪良好的形象，也是全球性非常成功

的活動，且符合現任 RI 社長 Ray 的年度目標---建立溝通的橋樑，推廣熱心負責的服務態度促

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但，我們必須自我挑戰在教育(和解與包容)這方面所做的努力。

就如，令人欽佩的南非 Nobel 和平獎得主曼德拉總統說： 

“After climbing a great hill, one only find that there are many more hills 
to climb.” 

~征服一座雄偉的峻嶺之後，才發現還有更多的高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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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給予年輕人的教育與現今年輕人真正所需的有非常大的落差，年輕需要足夠的能

力去面對日以俱增的暴力、物化與自私，且忽視「重建」社會價值和道德的危機。很少聲音

質疑我們透過教育所給予新世代的知識、看法和理解，能否處理這些足以扭曲他們生活的惡

質價值觀。難怪在日益嚴重的私有化世界，年輕人不但感到孤單，也逐漸從各個生活層面疏

離，假若以上皆為事實，對我們而言，教育必須將以上負面現象侷限在於非常短暫的現象。

(如：電子螢幕一掃而過) 
          依我所見，扶輪青少年交換的愛與責任經由不同的文化和宗教在心靈與教育基礎上發揮

了重大的影響力。我們必須去學習如何透過我們的工作，我們的行動和意志，真誠的傳達愛，

瞭解和包容。來自加拿大的前 RI 社長 Wilkinson 幾年前曾表示: 

“As Rotarians, we demonstrate that love, and we share that love by 
helping each other on our way to become one big family without 
bloodshed, aware of living in a globalised yet also highly fragmented 
world.” 

     “身為扶輪社友，我們透過互相協助，展現大愛，讓彼此沒有血緣關係，

卻同住在一個全球化又極為脆弱的世界的你我，凝聚在一起成為一個大家庭。＂  

 

除此之外，在扶輪青少年交換，我們必須是一個淳熟配合得宜的組織成員，同時也是

心胸開朗，有善的接待者。我也必須意識到我們 YEO(青少年交換服務人員)在心靈與教育基

礎方面，以及我們的服務目標和青少年交換工作上所應負的責任。 

       讓我與你們分享一個非常個人的感想：YEO 最美好的經驗之一，是閱讀學生的 Final 

reports(歸國報告)。那是多麼的不可思議！當我瞭解他們令人驚奇的經驗；如何克服困難而結

交朋友，且其中將有些成為終身同伴，他們如何感激他們所受到「愛與寬容」的接待，如何

學會不同文化、語文、學校體制、舉止和文化，尤其在初期的時候，他們所經歷的文化衝擊，

事實上，這些經驗包含了許多成熟與智慧的自省，我相信在將近 8,000 個交換學生的父母，大

部分的人已經或是將會有這樣子的經驗與感受。 

       我們必須自省並注意下列議題： 

 有關社會責任、包容、人道、以及與不同文化、宗教和民族之間的對話，你學到了什麼？ 

 而在這個過程中，扶輪社又如何協助你學習這些議題，並且找到自己的定位與責任？ 

              親愛的朋友們：我們必須意識到以上議題也是我們從事扶輪青少年交換時所應承擔的

重責大任，也許利用 PYLA 會議與扶輪青少年交換結合，會是一個有用的契機/工具來達成我

們的理想目標。 

       *台灣扶輪當下所進行的許多文化交流會議或研習會，也是有效落實我們的理想目標

的典範之一。* 

       結論：我們必須學習並實踐：唯有個人的思維和心靈被改變，人類家庭才能變得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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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必須誓言為轉變個別與整體的意識而努力，其中包含：對正在成長中的社會、經濟、生

態的察覺與責任，以及經由內心正面溝通、深思並且真誠學習人道行為和包容所激發的主要

心靈力量。 

      打造社區連結世界，是今年 RI 社長 Ray 所定的年度口號，他親蒞今年在瑞士的 EEMA，

並強調 YEP（扶輪青少年交換）的重要性，並鼓勵所有來自世界各地的與會代表： 

 

“Yes, we have changed the world, and will continue to change it, in a 
positive way! Can we do it even better in these financially troubled times? 
Yes, we can do it! Yes, we will do it — together! 
…, all we need to do is to focus our best efforts on encouraging our 
clubs and districts to do what Rotarians are passionate about, and 
what Rotarians are the best in the world at doing, which is   
 
“Building Communities — Bridging Continents!” 
 

“肯定的！我們已經改變了這個世界，而且我們將繼續以正面的方式去改變

他！就算是我們當今處於經濟危機的情況下，我們依然可以做到，甚至做得更

好。是的！我們可以做得到！是的！我們將一起合作。 

我們全體所須要做的是集中我們最大的努力去鼓勵我們的扶輪社和地區，去落

實扶輪社員所熱衷的而且目前做得最好的服務活動，那就是「打造社區，連結

世界」。＂ 

      ※我把它修飾為「用愛與責任打造社區，連結世界」。 

 

連結世界包含我們瞭解與對話的能力，我嘗試把我的終身學習課題集中於(東西文化的

對話)依我個人所受的歐洲基督教教育與家庭背景……….。我順理成章的取得碩士獎學金，而

且很榮幸的於 1960~61 年被派遣至印度 Bangalore 研究宗教與社會學，從中我學習到，人類要

經歷今日甚至明日迷失而失去方向的世界和社會環境，那麼不同的宗教、社會、文化的對話

是何等的重要。 

這個世界愈來愈多人挨餓，他們不但渴望獲得食物和水，更渴望希望與和平。我能感

覺到每分鐘約 10 位孩童過世。而大約有 10 億的人口正在挨餓。 

兩位傑出的老師 Martin Luther King(馬丁路德) & Mahatma Gandhi(印度偉人甘地) ，成

為我年輕時期的老師。諾貝爾和平獎得主 Albert Schweitzer(史懷哲)教育我們「尊敬生命」的

理念以及有關「世界公民」的遠見。Hermann Hesse (赫赛赫曼，1877~1962)在台灣廣受報導，

他讓我們拓展心智和見聞；他的一首非常有名的詩「Steps (階段)」讓我們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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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時代的道德與智慧並非永恆！ 

      內心要準備好，告別現在 

      努力並勇於面對新的開始 

      每一次的開始蘊含神秘的力量 

      守護我們繼續人生的旅途……….. (詳如附件) 

              隨著我的年歲增長之後，我有緣瞭解東方大師的心靈教育和生命，在台灣我非常感恩

得以發現貴國的當代大師，他是台灣人的老師，80 年前出生於上海，在台灣他成為廣受尊敬

和喜愛的老師，而不幸於幾年前過世，他就是聖嚴大師。對我而言他是我極想嘗試連結世界

東西文化對話的對象，也是帶給我激勵的夥伴。 

      我要感謝我的好朋友，也是扶輪青少年交換的同僚，Andrea CHEN( Water )數年前送我

「聖嚴大師的 108 自在語」，其中的詞句意義深遠且蘊藏著道德的精髓。在此特別和大家分享

其中 3 句話，做為我們今日的格言暨明日服務的準則。~或許這些話真的值得你摘錄至今天日

記裡~ 

 生命的意義在不斷的學習與奉獻之中，成就了他人，也成長了自己 

 與屬下共事，當以關懷代替責備，以勉勵代替輔導，以商量代替命令 

 對人付出友誼，伸出援手，就是在散發和樂平安的光芒 

5、對扶輪社、地區多地區的重大影響與意義 

   青少年交換對所有參與的人都是一種學習的過程 

   參與和分享整個服務過程的人包含： 

 交換學生、他們的父母(派遣&接待)、家人、學校 

 扶輪社的 YEO、顧問、社長 

 地區 YEP 委員會的委員們暨主委 

 及地區顧問、DGE/IDG、DG 

      青少年交換的主要精髓在於教育： 

5-1 瞭解 YEP 核心價值 

你我都知道建立國際友誼與文化溝通的橋樑是 YEP 主要的理想與功能之一。然

而，我必須認知，協助並鼓勵青少年自我定位和發展良好的人格是 YEP 另一個不可

或缺的核心價值。 

5-2 共視、協調與團隊合作 

在確定 YEP 的核心價值之後，YEP 所有參與人員，必須學習瞭解團隊合作。在

處理學生問題或事件之前，我們扶輪青少年交換服務人員(YEP Personnel)必須先建立

共視，然後再以最好的方法來對待年輕人。切記，以愛和責任來處理事情。 

5-3 瞭解年輕人的想法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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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必須接受下列事實：我們與新生代之間有著很大的文化差異和代溝，或許

現代的青少年比我過去年輕的時候還要叛逆，但試著去瞭解他的成長背景也比我們複

雜，也面臨更多挑戰。 

       青少年在成長過程中內心時常充滿矛盾和衝突；他們期待被瞭解，同時也在

尋找其學習或模仿的對象(對年輕人而言，愛就是彼此瞭解) 

請由衷的去瞭解年輕人，然後我們必須引導他們走入正途。 

          ~~扶輪社員應該試著去成為年輕人的模範~~ 

5-4 交換學生規則是指導方針，不是法律 

         我們的共同目標是應用引導來協助年輕人而不是統治他們。(我們也可以應用

這個理念來教養我們自己的子女) 

     我們的規則主要在於指引年輕人走向正確途徑，以及協助他們擁有良好的發

展。我們的目的不是要為學生上枷鎖，而交換學生規則也不是用來處罰學生的工具。 

     不容置疑的，我們常聽到 YEP 學生的抱怨：交換學生規則太多也太嚴。孩子

們自然不願意接受。但，若他們能夠正面詮釋這些規則，那麼學生們便能夠體諒並

遵守規則。 

      事實上，青少年交換學生規則猶如可靠的旅行指南或羅盤，將指引 YEP 學生

們成功的完成他們的交換計劃。同時，我們更須要以耐心和理解向學生解釋這些指

導方針，以便讓交換學生由衷的遵守交換學生規則。 

      請記得聖嚴大師所云：對青少年，要關心不要擔心，要誘導不要控制，

用商量不用權威。 

     在整個落實人道行為與世界公民教育的過程中，讓我們一起學習，並成為受歡

迎的模範。 

     今年的諾貝爾和平獎得主，中國詩人暨哲學家一劉曉波，讓我深信，他也是其

中的典範之一。 

5-5 訓練暨經驗對青少年交換工作人員的重要性 

         青少年交換從事人員出席相關研討會是絕對必要的；與會人員可以彼此分享

YEP 經驗以及相關資訊與常識，尤其是資深委員可以傳承經驗給新進的委員。 

     ※沒有足夠的知識和經驗基礎，我們無法完全瞭解年輕人或引導他們走

入正確的途徑。 

     讓我們一起學習「包容」與「團隊合作」的本質。別忘了我們正在播種而不計

較結果。 

6、結論與未來願景 

             扶輪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務必讓年輕人能夠自我定位，確認自己的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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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才華，並發展為自己所用或服務他人。 

           扶輪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讓年輕人充份拓展實力，組織他們自己的生活，

提昇其對道德與社會關懷的深度與廣度，並應用於各種層面的經濟活動。 

          扶輪青少年交換在於愛與責任，維持暨支持年輕人應用他們個人的專長和能力，

使其更加茁壯和自覺。而我們成年人也因此成為互敬、互愛、彼此信任的良好合作夥伴。 

         付予個人技藝與能力，是激發他們變得活躍且對自我定位更具信心最有效的方法。

當這個目標必須在社會各個階層被落實時，要實現此一目標，將成為教育體制一項艱巨的任

務。 

        ~~儲備個人技能的主要目的是發展其自信和堅定的意志~~ 

        我們必須學習並實踐：唯有改變個人的思維和心靈，才能讓人類家庭變得更好。我

們誓言致力於轉變個別暨整體的意識，以激起其對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的關心和責任，以及經

由內心正面溝通，深思且真誠學習人道行為和包容，而產生的主要心靈力量。 

        合作讓我們能夠排山倒海，拆除鐵幕和圍牆(如：柏林圍牆)更能夠跨越鴻溝和海峽。 

但，我擔心那鐵幕和圍牆依然存在！ 

       ~沒有意願承擔風險以及準備犠牲就無法走向和平~ 

       我們必須學習「愛與和平」比「強大權力組織的衝突與所謂的戰爭」須要更多的尊重，

真誠的關懷以及必要的犠牲。但是，「要讓這個理念被瞭解是多麼困難啊！」 

       ~扶輪的標誌，一個轉動的輪子~ 

主動的運轉，主動的合作 

主動的運轉是扶輪服務的特質 

扶輪青少年交換，教育與服務開始運轉 

包容在運轉 

愛在運轉 

促進和平在運轉 

熱情一切的善事、善行在運轉 

      我們愈走向輪子的軸心(扶輪的核心價值)則我們愈結合在一起 

 友誼結合在一起 

 彼此信任和鼓勵 

 在走向和平與瞭解之路，我們世世代代結合在一起 

各位朋友  

      我們渴望也十分樂意繼續以炙熱的心和誠摯的責任繼續為青少年交換服務 

感謝技術純熟又充滿活力的委員會各位委員，還有 Andrea(Water)，也謝謝主辦地區以及地區

總監們！最後讓我們一起鼓掌謝謝 Angela，感謝她用心協助準備這一次的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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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譯: Angela 

Memories of Taiwan 
憶臺灣 

 

Beloved Ilha Formosa, 

吾愛，福爾摩莎 

Lovely, Beautiful Islands 

美麗動人的島嶼 

Your live has so many faces. 

風情萬種的生命 

Light between the waters 

波光瀲灩 

Light reflecting in the fruitful fields 

映照豐腴田野 

Light shining from the white peaks of majestic mountains. 

閃爍崇山峻嶺的皓峰 

You will find magic sources 

奇幻的泉源 

Out of ancient roots growing plants 

自盤古深根流瀉而出 

With blooming flowers ripening into sweet fruits 

百花齊放，催化甜蜜之果 

Country full of grace, enigma and mystery. 

在如此優雅奧妙的神秘國度裡 

Children playing in flourishing gardens 

孩童在繁花茂叢間嬉戲 

Proud parents and friends 

備受尊崇的雙親與摯友 

Caressing them with love and blessing their fortune.. 

以愛和祝福擁之入懷 

The Great Gardener cares for them 

猶如大地之母付於至愛 

Guarding their growth and their ways 

守護台灣之子的成長與未來 

Dedicated to my dear friends :  in Taiwan 

獻給台灣的摯友 
By Werner H. Keller. Heidelberg, Germany. 

New Year 2007/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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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y after Day 

日復一日，直到永遠 

 

 

 

 

 

Stufen 階段 
by Hermann Hesse 赫賽赫曼 

 
Wie jede Blüte welkt und jede Jugend 

恰似花朵凋謝 
 

Dem Alter weicht, blüht jede Lebensstufe, 
青春臨老 

 
Blüht jede Weisheit auch und jede Tugend 

每個人生階段自成花朵 
 

Zu ihrer Zeit und darf nicht ewig dauern. 
每個時代的道德與智慧並非永恆 

 
Es muß das Herz bei jedem Lebensrufe 

內心要準備好 
 

Bereit zum Abschied sein und Neubeginne, 
告別現在 

 
Um sich in Tapferkeit und ohne Trauern 

才能勇於面對新的出發 
 

in andre, neue Bindungen zu geben. 
而不悲傷 

 
Und jedem Anfang wohnt ein Zauber inne, 

每一次的開始蘊含神秘的力量 
 

Der uns beschützt und der uns hilft zu leben. 
守護我們繼續人生的旅途 

 
Wir sollen heiter Raum um Raum durchschreiten, 

我們該滿心歡喜，穿越一個又一個的時空 
 

An keinem wie an einer Heimat hängen, 
不要戀家一般流連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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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Weltgeist will nicht fesseln uns und engen, 

世界沒有束縛，不會限制 
 

Er will uns Stuf' um Stufe heben, weiten. 
它要我們層層往上，步步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