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吳冠臻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吳冠臻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吳冠臻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吳冠臻9999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    
Home媽的生日是這個月的第一天，我的第一個 
Home家是吃生日早餐，所以一大早我就開始幫 
忙準備生日大餐，因為第一Home家除了Home媽 
外，全部都是男生，所以水果擺盤這種工作就 
交給我啦!還有自己做的德式麵包，生日餐真的 
很特別，不一樣的新體驗！ 
我送 Home 媽的禮物，他稱讚我自己包的禮物 
很漂亮喔！ 
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中秋節    
我的 Home 家真的對我很好，他們日曆是中國的日曆，上面有農和各式樣台灣的
節慶，他們知道中秋節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日，所以特別買了月餅，還為我
準備了烤肉很感動喔！經過我的講解後，他們也知道了”月圓人團圓”，所以他
們邀請他們的好朋友來和我一起歡慶佳節，一進家門，聞到那陣的烤肉香好像有
種現在就台灣的家感覺，好熟悉懷念！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第一 Home 家在巴西當交換學生的 Hoem 弟已經在想家，所以
他們一直問我會不想家，或想念台灣的食物，我回答是”不會 ”，不知道為什麼，就是不會，我喜歡這裡的一切，喜歡這裡的人，喜歡這裡的生活！Home爸一直想為我煮米飯，但 我似乎一點也不想念白飯，Home 爸還是帶我去了一家台灣餐廳-福
爾摩沙，雖然吃起來跟台灣的感覺有點不一樣，但很好吃，謝 home 家為我所做的
一切！ 
MEXICOMEXICOMEXICOMEXICO    FESTIVALFESTIVALFESTIVALFESTIVAL    
在美國，各國的人都有美國人，墨西哥人，華人..等，所以今天我們去參加了一個
墨西哥的慶典，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搶椅子遊戲是墨西哥人發明的，在這裡
我吃了很多墨西哥的傳統美食，也聽了墨西哥的當地音樂！在美國我不僅可以體
驗美國人的生活，更可以認識各國的朋友，這種感覺好棒，瞭解世界上其他不同
的文化，我相信這一年將會是非常豐富的一年！ 
CONCERTCONCERTCONCERTCONCERT    
不只體驗了墨西哥文化，我們還去聽了海地的音樂會，在家裡附近有一所大學─ 
Vassar ，在學校中有，一個計劃是專門幫助海地的社團，所以這場音樂會就辦在
這所大學中，一群來自海地的小孩唱著海地的音樂，跳著傳統舞蹈，在音樂進行
到一半時他們還到觀眾席邀請我們一起跳舞，非常歡樂的氣氛！ 
在台灣很少能有機會看到不一樣的種族，體驗不一樣生活但在這裡，我做了所有
可能一輩子在台灣都不會做的事，COOL！ 
CCCCOLLEGEOLLEGEOLLEGEOLLEGE    
    這個月，我去參觀了三所大學在 美國 ，我是 Senior, 和我同年紀的學生現在
都在準備申請大學。 
    在台灣 ，我們學生似乎都沒有太在乎自己的興趣是什麼，以後想做什麼，就
只是任由分數來安排自己的大學。在這裡我看到每一個學生都很清楚自己的優點
和缺點，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麼，適合怎樣校風大學。我覺得交換生不只來體驗
不同國家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更重要是開始學習如何獨立對自己負責在這裡我看
到同年紀生，但卻有著和台灣不一樣的自律，顯然比台灣的學生成熟許多， 這就
是我要學習的。為什麼他們這麼了解自己，一天只上 6個小時的課，和台灣從早
讀到晚比起來輕鬆得多了，他們有許時間培養自己的興趣，從事一些課外活動在
台灣 我們把所有的時間都拿來讀書，但結果似乎只為了考試高分。相反的，在這
裡沒有死背取而代之是思考以及融會貫通。參觀了三間名校後我開始嚮往美國的
大學生活，我現在已經是美國的高中生，我也要像美國學生一樣，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有著目標學生一樣， 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有著目標學生一樣， 知道自己想要
什麼有著目標並努力向理想邁進，希望一年後的我會是個煥然一新的自我，我會
成為一個已經長大而且瞭解自己的人。 
    
HIGH SCHOOLHIGH SCHOOLHIGH SCHOOLHIGH SCHOOL    
    開學囉 !終於開始美國高中生的學校活，這對我來說，是興奮緊張期待不知該
如何訴我此刻的心情！第一天，實在是不太適應學校一切，每一節課都要跑班而
且堂中間只有 4 分鐘的下課時間，一直迷路我找不到教室啦！過學校的同都很友
善，總是會問我知不道路要帶我到下一堂課的教室，漸漸的，我已經非常熟悉學
校每一間教室的位置了！ 
    在學校我修了 8門課，我覺得比較特別的是美國歷史和英文。第一次上美國
歷史，對我來說真是一大震撼，美國的歷史課不同於台灣，在台灣總是老師從上
課的第一分鐘講到下課的最後一分鐘，否則就是考試，但這裡不一樣，第一堂課，
老師發下一張紙，雙面印下了 20的問題，問題非常的多元，例如，現在美國所面
臨的有那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是否現在年輕的一代對於政治不在熱衷，說明
你的看法？為何有那麼多的移民搬進美國？是否美國優勢的種族依然存在…等，
我認為這是非常有意義的一堂課，我們寫下自己對每一個題目的看法並和大家分
享，當然我們也記下了許多同學不同的想法，雖然我沒辦法了解每一個同學所講
的所有東西，但是我大概可以了解一些！ 
    其實，為了這一項作業，我可下了不少功夫，我回家上網找資料，和 home 媽
討論一些有關於美國的現況 ，還翻了台灣的世界歷史，希望能多了解一些，這可
以幫助我回答問題以及了解其他同學的看法！之後的一項作業對我來說就更不容
易了，我們必須畫出美國的行政區並上色，這還簡單，之後還要依照想要居住程
度，分別寫上 12345，對美國 51個州，我了解的實在不多，所以我上網查資料，
有關於每個州的氣候，環境，人文背景，我都要知道，這樣才能回答問題，當然
home 家也給了我不少資訊，還有一堆的問題我得回答，是一些有關於想搬到這個
州的原因，還有我們需要寫下讓我們做出選擇的資訊或經驗。美國歷史真的不容
易，但我很喜歡這堂課，這可以讓我更加了解美國人對自己文化的看法與態度，
也讓自己更加了解美國這塊土地！現在我已經把 
美國 51個州背的很熟而且不會拼錯單字喔！ 
    另外是英文課，我非常喜歡這裡的英文課，因為這裡的英文課不是像我們台
灣那樣，教古文，然後默書。第一堂課，老師教給我們的是做筆記的重要，利用
圖表一一的分析，上課聽講是一回事，但是聽完吸收寫下又是另一回事，還有分
析了複習的重要性，第一次學習的東西是陌生的，但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複習後，
漸漸的就記在腦袋中，變成自己的東西了，還有我們可以利用畫線，主旨，重點……
來幫助自己學習，雖然這些東西，好像在台灣讀書時就已經在使用，但我從來不
知道這些的重要性！ 
    因為美國高中 2:00就下課了，所以我很多時間可以參加社團，我參加了交響
樂團，網球隊，Interact Club，還有爵士樂團，我最愛的是網球!我已經上場比過賽
囉，第一次比賽的心情實在是無法用言語形容，那種興奮，緊張，我一輩子都不
會忘記的！  
    我覺得加入社團是認識朋友最快的方法，我現在大部分的朋友都是在社團認
識的，他們都好 Nice，真的沒想到，我來學校短短還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加上語
言的問題，竟然能交到那麼多朋友，真的好開心！ 
今天我才發現，其實我的朋友不比其他美國的學生少ㄟ！只要給彼此一個微笑就
是大大的支持，短短的一個月，謝謝在美國照顧我的朋友們，因為你們我的高中
生活更精彩！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15 名                     

    出 席 率:…………78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ndy、Barcode、Chef、 
Civil、CNC、Jeff、Manpower、 
Water、PinJer、Page、Sam、Aircon 
Benjamin、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Ball、Media、Valve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rchi、Whol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David 伉儷       本社 
     D.S.Speaker 伉儷     本社 
     A.G.Tea              本社 
     D.V.S.Tea            本社 
     呂理論 先生          本社 
     黃宏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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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6060606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總總總總監團隊伉儷蒞臨公式訪問監團隊伉儷蒞臨公式訪問監團隊伉儷蒞臨公式訪問監團隊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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蒞臨貴賓：地區總

監 D.G.David 伉儷、地區秘書長 D.S.Speaker 伉儷、地區總監特別助理 P.P.Emma、
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Tea、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Tea、王子彩色製版企業
有限公司 呂理論總經理、花旗銀行 黃宏遠副總、、RYE Inbound 學生 Jonas(阮加
恩)、Marco(孟思齊)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9/26~10/23 壽星：P.P.PVC、P.P.Jeff、I.P.P.Paul、Media 社友、Wood 社友、 
     Adoah 社友、Auto 社友、P.P.Case 夫人方玉雪小姐、P.P.Jeff 夫人劉培珍小姐、 
     Archi 社友夫人林麗雲小姐、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小姐、Agent 社友夫人郭美華 
     小姐、Health 社友夫人馮淑華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9/26-10/23 結婚週年：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結婚 36 週年紀念、Absorber 社 
     友與吳月娥夫人結婚 34 週年紀念、Bed 社友與洪于婷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CNC 
     社友與曾如蘋夫人結婚 30 週年紀念、HPO 社友與黃寶蓮夫人結婚 33 週年紀念、 
     James 社友與楊碧麗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Pin Jer 社友與莊秀芬夫人結婚 19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由助理總監A.G.Tea介紹總監D.G.David後請總監做2013-14年度目標專題演講。 
� 秘書報告由本社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前社長擔任前社長擔任前社長擔任前社長擔任 2013201320132013----14141414 年度地區職務年度地區職務年度地區職務年度地區職務 
1 秦嘉鴻 C.P.Yico 每位扶輪社員，每年捐獻推動委員會副主委 
2 蕭高旭 Bicycle 小兒痲痺等疾病計劃小組委員會委員 
3 何仁傑 Hardware 地區講習會委員會主委委員 
4 林英機 PVC 地區公共形象委員會委員 
5 邱顯貴 Manpower 地區平面媒體委員會委員 
6 李清崑 Ball 地區公共關係委員會委員 
7 蔡清泉 Plastic 地區電子媒體委員會委員 
8 莊文聰 Scuba 地區社務行政管理委員會委員 
9 許松祥 Case 地區資訊網站推廣委員會委員 
10 陳啟洲 Blower 地區節目委員會委員 
11 葉萌昌 Thermo 地區鼓勵出席委員會委員 
12 駱長樺 Jeff 獎學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13 陳水生 Building 永久基金小組委員會委員 
14 楊大中 Valve 每位扶輪社員，每年捐獻推動委員會委員 
15 阮建茂 Paul 地區扶輪基金委員會委員 

 

本週節目 
講師：鄭寶清 先生 
講題：掌握生技 掌握健康人生 
現任：崇右技術學院副校長 
學經歷： 
※ 國立中央大學管理學博士 
※ 國立中興大學法學碩士 
※ 國大代表、主席團主席 
※ 立法委員、立法黨團總召集人 
※ 民進黨中執委、中常委 
※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行政院陸委會諮詢委員 
※ 國營事業管理委員會委員 
※ 寶康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 通寶集團創辦人 
◎ 例會後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議，請  
   理事們留步開會。 
 

下週節目 
日期：10 月 31 日(星期四) 
講師：本社陳進川 David 社友 
講題：家庭生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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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感謝特別感謝特別感謝特別感謝    

C.P.Yico 伉儷於職業參觀時精心安
排活動流程並提供美味豆乾作伴
手禮，以及 Water 社友贈送大家新
鮮美味筊白筍，感恩啦！ 

祝福您 生日快樂 

Paper 社友(35.10.29)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Health 與馮淑華夫人 

結婚 10 週年紀念(92.10.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