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月報告書 ~蔡宛穎蔡宛穎蔡宛穎蔡宛穎  巴西巴西巴西巴西  

1. 參加當月扶輪例會情形 : 
他們在開會之前都會先敲一個像鐘的東西，他們開會時大家都很尊重台
上講話的人，他們也有叫我上去用葡文自我介紹，之後我還有送台灣的
鳳梨酥給他們，他們非常喜歡，還說不能這邊吃因為怕被搶，叔叔阿姨
們人都很好，每個都很親切地跟我打招呼，他們開完會後就會吃東西，
這次的例會非常順利! 

2. 描述當月參與活動: 
   到巴西四天後我就去學校上課了，我學校裡只有我一個人交換學生，而 
   且我們學校一個年級只有一班，班上大概將盡快三十個人，班上的同學 
   大部分都不會講英文，只有一兩個，不過她們人都很好還是會試著跟我 
   講話，老師上課也很活潑，希望能趕快融入他們。 
3. 當月生活印象及感想：  
   來這裡已經快一個月了，覺得最困難的就是語言，巴西不是每一個人都 
   會講英文，所以有時候朋友或家人在聊天時都會聽不懂，或者是我爸媽 
   想試著跟我講話，但我都聽不懂，不過這裡的人真的都很好，很照顧我 
   把我當他們自己的小孩，像有一次我不舒服，我轟媽知道後就很緊張幫 
   我量體溫怕我發燒說要帶我去看醫生，還有學校的同學都會給我試吃很 
   多巴西的零食糖果，讓我覺得很新鮮，希望在三個月內我可以趕快把語 
   言學好，能跟他們溝通。 
4. 建議及感想： 
   我想第一就是把語言學好，再來就是想我下午的時間可以做甚麼，因為 
   在巴西我上課只上到中午，下午幾乎都沒事做，我想我應該會去運動， 
   因為巴西的食物不是太鹹就是太甜，我想回台灣後我應該會變胖，所以 
   還是要去運動。 
   還有巴西打招呼是要親臉頰的，剛開始很不習慣，但要入境隨俗，真的 
   跟台灣很不一樣。                                                                    
5. 語言學習成效及感想：                

我們這地區有給我上一個禮拜的葡文課，這禮拜是各個國家的交換學生
一起上，大家都是從零開始，感覺上課比較有趣，老師教了基本平常會
用到打招呼和一些單字，相信加上轟爸媽的耐心教導，我一定很快技能
學會的。                                 

    

    D4620 八月例會所有交換學生      第一次參加派對，很有趣也很瘋狂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4年10月01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4112號  

主   旨 

：  函請各社推薦優秀主講人才，俾可更新現有地區主講人才

資料庫，並於2014年11月17日前填妥主講人才推薦表，請

查照。  

說   明 ：  

 一、地區現有的主講人才資料庫已經使用多年，其中有些主講人的資料失

真，請各社校正現有的推薦資料(如附件一)，另為充實及豐富主講人的

來源，請踴躍推薦新的主講人。  

二、有關主講人才的選擇：具備各類領域的專長、其他特殊成就人士、科技

整合之知識等。主講內容:有關知識的傳授、激勵心志、保健觀念、心

靈成長、拓展人際關係、有關銀髮族養生等話題，可充實例會專題演講

之多元與深度，活化節目內容，提昇扶輪社員各方面的知識與成長。  

三、有關被推薦人選應避免，具商業化、推銷特定商品或服務、選舉競選活

動、鬼神怪力、有礙風化、粗鄙、宣傳或歧視特定宗教、政治或種族差

別對待性、內容空泛不具知識性等，若如有此類主講者，主講人才委員

會有「形式審查權」。  

四、現有各社社員中有許多優秀的主講人，在內舉不避親之下，請各社踴躍

推薦之；另有關各社推薦主講人時，必先預知其願意、酬勞及演講的時

間，如有特別應注意之處，並請註明。  

五、檢附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15年度「主講人才推薦表」在線上填寫，

如各社現有推薦的主講人資料，校對後，請再次地填入正確資料。為整

合各社推薦名單，敬請各社惠於2014年11月17日前完成主講人才推薦，

其填寫(表單)請點選。另外，填寫方式可參考地區網站(地區網站)。  

六、若有不詳請洽 Email:info@rid3490.org.tw地區辦公室，以利彙整作業。 

正本：如受文者  

副本：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前總監、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總總總總                監：監：監：監：    

主主主主    講講講講    人人人人    才才才才    庫庫庫庫    主主主主    委委委委::::    

洪洪洪洪    清清清清    暉暉暉暉        

周周周周    振振振振    興興興興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3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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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 9 名         
缺席人數:…………19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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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oah、Archi、Barcode、Bearing、 
Bed、Book、Branding、Chef、 
Civil、CNC、John、Machine、 
Manpower、Money、Page、Ricky、 
Sam、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Media、Roman、Therm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Agent、Aircon、 
Andy、David、LED、Michael、 

      Pin Jer、Stanless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Risen 社友           講師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陳嘉玲 小姐       Risen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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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13131313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本社 Risen 社友；

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秘書 Serina、安麗公司 陳嘉玲小姐
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doah 社友、Wood 社友、Media 社友、Archi 社友夫人林麗雲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結婚週年：P.P.Ball 與鄭月娥夫人結婚 37 週年紀念、Bed 社友與洪于婷夫人結 
     婚 19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白頭偕老、永浴愛河！ 
� 秘書報告由本社 Design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ysjinnet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25,700 元！I.P.P.Spring 紅箱特捐扶輪公益網！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000 2. C.P.Yico 2,000 
3. P.P.PVC  1,000 4. P.P.Ball 1,000 
5. P.P.Case 2,000 6. P.P.Valve 1,000 
7. P.P.Paul 1,000 8. I.P.P.Spring 

 
5,700 

9. P.E.Land 1,000 10. 秘書 Designer 1,000 
11. 社友 HPO 1,000 12. 社友 Importer 1,000 
13. 社友 Paper 1,000 14. 社友 Risen 2,000 
15. 社友 Camera 1,000 16. 社友 Service 1,000 

小計：25,700 元 
承上期：287,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陳雨鑫 董事長 

講題：管理心得隨筆 

現任：永固便利停車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長 

學經歷： 

※ 前台中縣 副縣長 

※ 前體委會 副主委 

※ 綠色合平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會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例會 
時間：10月16日(星期四) 
講師：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 

講題：扶輪公益網 點亮新希望 
 

                                                                                             社長：江顯皎 Chiang Ji  秘書：陳陽春 Designer  糾察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社刊主委：楊大中 Valve 

                        ~ ~ ~ ~ 歡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歡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歡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歡迎土城山櫻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 ~ ~ ~    
土城山櫻扶輪社簡介土城山櫻扶輪社簡介土城山櫻扶輪社簡介土城山櫻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 : 2004 年 2月 9 日       R.I.核准日期: 2004 年 3月 19 日 授 證 日 期: 2004 年 3月 24 日       輔 導 社: 土城扶輪社 褓姆:前社長 李詩宗(Owan)           輔導主委:  蕭君銘(Gear)  創社社長: 王汝月( Linda)           現任社長:  許秋玉(Yuh) 現任秘書: 張瑞芬(Fendi)            輔導成立: 土城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社友人數: 46 名                     例會時間: 每週二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例會地點: 土城市中央路三段 92號 3 樓網   頁： http://www.sanyin.org.tw/   電    話: (02)2267-9958            傳    真: (02)2267-4401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P.Paul(55.10.12) 

Auto 社友(65.10.14) 

Printer 社友(60.10.14)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Absorber 社友與吳月娥夫人 

結婚 35 週年紀念(68.10.11) 

HPO 社友與黃寶蓮夫人 

結婚 34 週年紀念(69.10.15) 

James 社友與楊碧麗夫人 

結婚 19 週年紀念(84.10.09) 

本社創社社長豐益元綠能科技(股)
公司於 10月 14 日(星期二)舉辦台
日綠能產業技術合作發表會，中午
11:30 假麗寶百貨九樓喜宴軒-布拉
格廳午宴後，下午 1:00 假威尼斯廳
舉行發表會，歡迎踴躍參加(請向執
秘登記以統計人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