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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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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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巴西已經三個月多了，覺得這裡的學校沒有比台灣好玩，因為他們沒
有像台灣一樣有社團課，雖然他們每天上課只有到中午十二點半是很好，但
總覺得少了點刺激感，每天去學校就只能坐在位子上聽老師一直講課，有點
無聊，我問班上同學下了課會去哪，結果他們只說回家看電視睡覺沒事做，
聽到時都有點嚇到了，怎麼會哪裡都不去呢?而且學校裡都不會教我們葡
文，我只能一直聽，也沒跟其他人一樣有其他交換學生在同一個學校，有時
感覺有點寂寞。 
    這個月轟媽假日都要工作，雖然家裡有轟爸跟轟哥，但轟哥幾乎都只會
待在房間玩電腦，很少會出來跟我聊天，而轟爸可能因為轟媽都在工作而且
我們兩個出去玩也有點怪，一到五已經都待在家了，六日幾乎也都待在家真
的是無聊到很荒廢，上星期轟爸本來說要帶我去釣魚，到了禮拜六我問他，
他卻說可能會下雨，但天氣明明就很好，然後他又說他要去聖保羅幫忙親戚
搬家，但很快就回來了，他說回來後可以帶我去逛街，因為我之前有跟轟媽
說想去，所以我就在家等他，等到六點他才回來，所以我也幾乎又整天都待
在家了，我本來有問他可不可以跟朋友自己坐公車去，但他說太危險而且還
有可能會有槍之類的，我聽的時候真的有點嚇到，雖然很多人都說巴西很危
險，但我覺得只要小心一點就好了，難不成我這一年要出去都必須給別人載
嗎?他們不可能天天都有空所以我必須試著學習自己來，但好像很難說服他
們，自己一個人在家真的是很無聊的一件事，我還連家裡的大門都不能開。 
    老實說我的轟家對我很好，很多事只要我跟他們說幾乎都沒問題，後來
想想他們是上班族我只是個學生，沒辦法體會他們的辛苦，假日對他們來說
可能是難得的休息日，在家一整天可能是他們一大享受之一吧!有時候還是
要多體諒他們一下，尤其是我轟媽她真的很忙，連坐在沙發上看電視都可以
一下就睡著了。 

    這個月扶輪社友帶我們去聖保羅參觀一整天，看到了整隔年滿口香糖的
人頭，近看時覺得超噁的，還有去了教堂，教堂裡真的有像電影裡一樣有像
告解室那樣的小房間，以神父在跟他們講話，好酷喔!還有去了類似很像市
場的地方，裡面賣著各式各樣的水果，還遇到了會講中文的巴西人，超厲害
的，請我吃了好多水果人真好，還去了好多好多地方，但大人們一直告訴我
們聖保羅市是個很危險的地方，可能隨時都有人搶走你的東西，很幸運的我
們沒遇到，那一整天很開心，也買了一些紀念品，拍了好多好多照片。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樹林芳園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4年12月03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4141號  

主    旨  ：  敦聘 前社長 林月霞PP Lady擔任「總監特別代表」。  

說   明  ：  

茲敦聘 樹林芳園扶輪社 前社長 林月霞PP Lady 為總監特別代表，於新北

市三峽北大特區籌組輔導新社之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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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四分區、新北市七分區、地區拓展委員會主委 

 地    區    總    監： 洪清暉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4年12月03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4143號  

主    旨  ：  公告2017-2018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選案。  

說    明  ：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13章第13.020.條規定辦理。  

二、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2014年11月11日假地區辦公室召開地區總監提名

候選人審查會議，資格審查結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

投票通過羅東西區扶輪社謝漢池Beadhouse前社長為2017-2018年度地區

總監提名人。  

三、本地區2014年11月12日國扶辦字第2014131號函送地區總監提名人遴選結

果，並公告各社若有意挑戰之候選人，請於2014年11月26日前提交相關

資料至地區辦公室。至截止日因無接獲任何扶輪社提交挑戰之送件信

函，故公告謝漢池Beadhouse前社長當選為2017-2018年度地區總監提名

人。 

 副 本  ： 前總監、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

副秘書  

 地    區    總    監： 洪清暉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 李進賢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0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2 名     

   出席人數:…………38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6 名         

缺席人數:…………21 名                     

    出 席 率:…………7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icycle、 

Branding、Chef、Civil、CNC、 

John、Money、Page、Pin Jer、 

Sam、Stanless、Ricky、Whole、 

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Green、Machine、Media、Roman、 

Tim、Yico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Manpower、Michael、Service 

Wine、Braht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octor 社友          講師 

     Serina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Lenny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黃亦白 先生          Life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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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Chiang Ji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David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本社 Doctor 社友；

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秘書、Lenny 社友、維恆租賃(股)

公司 黃亦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Case、P.P.Building、Chef 社友、HPO 社友、Money 社友、Sam 

   社友、Service 社友，祝福您們生日快樂、健康幸福！    

2. 結婚週年：Auto 社友與葉淑嫈夫人結婚 6 週年紀念、Wood 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 

   婚 8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攜手同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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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00 元！捐款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Chiang Ji 3,000 2. P.P.Case 1,000 
3. P.P.Thermo 1,000 4. P.P.Valve 1,000 
5. P.P.Paul 1,000 6. P.E.Land 2,000 
7. 秘書 Designer 1,000 8. 社友 Importer 1,000 
9. 社友 LED 1,000 10. 社友 Paper 1,000 
11. 社友 Risen 1,000 12. 社友 Banker 2,000 
13. 社友 Doctor 2,000    

小計：18,000 元 
承上期：463,500 元 

 

本週節目~常年大會 
日期：12 月 11 日(星期四) 
第 19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監票人- P.P.Bicycle             
         唱票人- Designer  
         記票人- Life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 第十九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下週例會~捐血活動 
日期：12月17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9:30~下午5:00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前廣場 
      (新北市土城區三民路4號) 
集合拍照時間：下午1:00 
※捐血請攜帶有照片之身分證件，歡迎
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 
日期：12 月 16 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 9:30 
地點：土城國中綜合大樓 4 樓 
      (新北市土城區永寧路 18 號) 
※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第三次爐邊會暨 2014 跨年晚會 

日期：12 月 31 日(星期三)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 號) 
程序：PM6:00 註冊、聯誼 
      PM6:30 開會 
      PM7:00 爐邊會餐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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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Andy 社友(66.12.13) 
Camera 社友夫人吳玫諭小姐 

(65.12.14) 
Service 社友夫人楊秋萍小姐 

(45.12.13)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結婚週年結婚週年結婚週年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Page 社友與許菁菁夫人 
結婚 11 週年紀念 

(92.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