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孟靖儒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孟靖儒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孟靖儒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孟靖儒8888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    
1.參加當月扶輪例會情形： 
  這個月的扶輪例會所有這個地區的交換學生都到了,他們開會的方式很像
在開庭,講完一件事都會用東西敲一下,在例會中,首先先由主席宣布開會
後,許多輪流上去報告事情,之後顧問就開始介紹交換學生,還要我們用葡語
簡單介紹一下自己,但因為剛去還不會說很多,所以我就拿出台灣國旗,他們
都幫我鼓掌,散會後,顧問幫我們别上徽章,還有一個簡單的餐會,我們邊吃
邊和一些叔叔.阿姨打招呼,這裡的ROTEX人很好!!介紹許多東西給我們,而
且這個社所有交換學生都團聚了,所以這次的例會非常開心.順利。                  
 
2.描述當月參與活動(如：學校、私人宴會等)： 
  這個月是我的學校生活初體驗,剛到班上時還很緊張,但他們人都很好,常
常主動找我聊天,即使英文不好,也努力用英文跟我溝通,在班上還有一個女
生叫Mariana他英文還不錯,所以他幫我很多事.也教我不少葡文.在班上同
學常常一起拍照,他們還熱情的約我出去,所以非常的開心.這個月參與不少
活動,來到巴西的第三天.我們就到附近的一個農場烤肉和玩美式足球,8月
21日我們還到當地關心弱勢兒童,在這其中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聚會,有時
會在家裡烤肉,這個月還在巴西吃了兩次日式料理,一次是為了慶祝轟哥考
上大學,一次是一些交換學生的聚會,這個月非常的充實。 
                
3.當月生活印象及感想：  
  這個月我對巴西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了解,雖然早就聽說巴西上課時間很
短,但真正體會到才發現真的與台灣非常不同,而且巴西人打招呼真的與台
灣很不同,我住的地方也不像台北那樣很多大樓,但巴西人真的很熱情,而且
他們看足球時真的很瘋狂,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們吃東西都是用秤重的,
但不會有一些食物貴,一些便宜嗎??真的與台灣非常不一樣~~但非常的酷!! 

 
4.建議及感想： 

  這個月的感想就是當交換學生剛開始語言溝通會有障礙,雖然會很困難,
但不能一直待在房間,要試著去講,才會進步!還有就是剛開始因為人生地不
熟,所以除了和轟家以及同學出去,其他時間可能會沒事做,所以我的感想就
是要多多利用這些時間與轟家人聊天.學習語言,最後就是一定要多運動!!
否則當交換學生真的很容易胖!! 
 
5.當月與接待社顧問會面次數及日期 
  No. 1 of times met counselor：   Date：13/ 08/ 2013 
  No. 2 of times met counselor：   Date：15/ 08/2013    
  No. 3 of times met counselor：   Date：22/ 08/2013    
 
6.會面溝通話題： 
  第一次與顧問討論第一夜問題即以及來巴西的注意事項 
  第二次我送他鳳梨酥,他跟我討論鳳梨酥 
  第三次我們討論著在巴西的活動及旅行  

 
7.語言學習課程情形：每周  2  次/  1  小時。 

 

8.語言學習成效及感想：                

  這個月語言最大的進步應該就是聽力了,雖然還是不太會講,但因為第一

個轟家不太會說英文,所以他們幾乎都是用葡文與我溝通.有時候聽不懂時,

他們會用google翻譯,在學校同學也會教我一些葡文,所以現在基本問候和

一些簡單句子都了解了,還有兩次轟媽教我葡文,我們用google和一些圖片

來學習,轟媽還用葡文介紹巴西水果,可能要到很會講還需要一段時間,但這

個月學習葡文的收穫不少,希望可以盡快學好!!! 

 

參加扶輪社例會：途中在講話的是我們
的顧問!!參加第一次例會時,顧問還叫
我們簡單介紹一下自己,雖然還不太會
說葡文,但還是簡單的講了幾句!!當時
介紹時還拿出台灣國旗,當場大家都給
我鼓掌!!哈哈~~感覺非常的榮耀!!!! 

學校生活：我與全班女生第一物合照,
因為大家都不太了解台灣,所以當然要
拿出國旗秀一下,雖然國旗拿反了!!但
很開心拍起來是正的,而且今天小小的
把台灣宣傳出去!!所以很開心!!! 

接待家庭生活：這張相片是我和轟地放
學後,轟媽帶我們去吃甜點,但因為轟
的在幫我們拍照所以不再照片中,這個
轟家對我真的很好,常常帶我去吃好料
的.當天我們還在討論我回國後會不會
胖到大家都不認識呢!! 

其他客外活動：與扶輪社的阿姨們以及
其他交換學生前往當地的幼兒之家,我
們那天帶上的衛生頭套,就開始把餅乾
分裝,飲料倒滿分送給那些弱勢兒童,
他們很有禮貌的跟我們說謝謝!!還準
備表演給我們看!!俗話說:助人為快樂
之本,果真幫助人完後心情特別的好~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1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19 名                     

    出 席 率:…………7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ndy、 
Archi、Chef、Civil、CNC、HPO、 
Jeff、Water、Wood、PinJer、Page、 
Whole、Rich、Aircon、Sam、Yico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ichael、Trading、Tim、 
Media、Justin、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House、Manpower、Paper、Thermo、 
Stanless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高明偉 先生          講師 
     陳力榮 先生          本社 
     呂理論 先生          本社 
     Jonas(阮加恩)   RYE Inbound 學生 
     Marco(孟思齊)   RYE Inbound 學生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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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55556666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 Spring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歡迎今日講師:知名演員 
   高明偉先生，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及友社社友：法翰企業(股)公司 陳力榮分 
   銷經理、王子彩色製版企業有限公司 呂理論總經理、RYE Inbound 學生 Jonas( 
   阮加恩)、Marco(孟思齊)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小姐、Green 社友夫人張榮慧小姐、PinJer 社 
     友夫人莊秀芬小姐、James 社友夫人楊碧麗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All Line 社友與呂孟霞夫人結婚 14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 
     滿、白頭到老！ 
� 秘書報告由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P.P.Blower 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7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3,000 2. P.P.Ball 1,000 
3. P.P.Case 1,000 4. P.P.Valve 1,000 
5. I.P.P.Paul 1,000 6.  ChiangJi 社長提名人 2,000 
7. 秘書 Importer 1,000 8. 社友 Land 1,000 
9. 社友 Machine 1,000 10. 社友 Ocean 1,000 
11. 社友 All Line 1,000 12. 社友 Samuel 1,000 
13. 社友 James 1,000 14. 社友 Risen 1,000 

小計：17,000 元 

承上期：221,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張英睿 院長 
講題：微整形美容簡介 
現任：張英睿皮膚專科診所 院長 
學經歷： 
※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學士 
※ 台北醫學大學醫學博士 
※ 馬偕紀念醫院皮膚科主治醫師 
※ 台北醫學大學萬芳醫院雷射美容

中心主任 
※ 亞東紀念醫院皮膚科及醫學美容

中心主任 
※ 東京虎之門病院皮膚外科研究員 
※ 日本國立癌症中心皮膚腫瘤研究
員 

※ 徐州京城皮膚病醫院名譽院長 
※ 美國皮膚科醫學會會員 
※ 國際皮膚科醫學會會員 
※ 教育部定助理教授 
◎會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議 
◎會後社區服務-捐贈八里安老院 

下週節目~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第二次爐邊會 中秋月光晚會暨

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日期：9月10日(星期二) 
講師：薩克斯風手-陳冠瑋 
      電鋼琴手-陳諾 
      口琴手-鍾智宇 
講題：社團法人新北市視障協會EYE 
      心樂團演奏會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金城路三段216號)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P.P.Bicycle(23.09.08)  Archi社友(56.09.10)  Bearing社友(63.09.09) 

P.P.Scuba夫人李秋樑小姐(42.09.08) Bed社友夫人洪于婷小姐(62.09.09) 

David社友夫人林淑娟小姐(53.09.08) 

RYLA 報名學員注意事項 
參加人員： 
1.House 社友員工 
2.Lawyer 社友姪女 
3.LED 社友員工 
4.James 社友千金(照片已上傳) 
請學員線上填妥報名表後務必將大頭
照上傳至地區辦公室 FT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