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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1-4 分區 

大里國光扶輪社 

 

第 1091 次例會 

第 22 卷第 17 期 

中華民國一○八年四月十一日 

 

例會時間:每週四，06:20PM 

社址:台中市大里區愛心路 32-2 號 1F 

電話:(04)-24070672 傳真:(04)-2407129 

 

ROTARY CLUB OF TALI KUO KUANG 

Meeting: Every Thursday 06:30PM 

Add:1F., No.32-2, Aixin Rd., Tali Dist. 

Taichung City 412, Taiwan 

 

                     本週例會 

      日期： 4 月 11 日  星期四 下午 6:00 

      地點： 菊園婚宴會館 

      司儀： 邱志明 Auto 

專題演講: STAR 會議 

主講人:   曾建忠 Net PP. 

 

社長：黃國卿  社長當選人：何應欽   秘書：林毅勳  會計：陳鴻文     糾察：邱仕銅 

2018-19 年度理事  社務行政主委: 何應欽   新世代服務主委: 陳威岳 

黃國卿、鐘錦坤、林毅勳 社員委員會主委: 劉國勳  節目主委: 林文耀

李國文、張煥文、劉國勳 服務計劃主委: 蔡秋明  出席主委: 葉仲任

曾復興、何應欽、黃文隆 扶輪基金主委: 曾復興  聯誼主委: 周國昌

陳鴻文、劉憲隆、黃志豊 公共關係主委: 黃志豊                   社刊主委: 廖嘉彥

陳威岳、鄭宇宏、林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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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報告與重要事項 

INJECTION 社長的話 
 

  今晚的主講人 Net PP.、各位 PP、各位社友及夫人大家晚安 大家好! 

時間過的很快，自接任社長到今天已有 2 百多天，倒數饅頭的日子也剩百

天，在這期間內因為有 PP. 、 社友及夫人的鼎力協助，所以各種議案和活

動均能圓滿的完成，敝人於這重要的例會裡，再次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 

 

  尤其是我們社裡的附屬團體，各位主委對今年的交付任務，在時間和財

力也無怨無悔的付出，所以於分區內或地區上亦頗獲好評，故地區長官們

在明年 2019-2020 年度地區的職務上也邀約我社多位社友來擔任，而這些

的是國光社的榮耀，但他們在職務上的活動或議案，更需各位社友的鼎力

協助。 

 

 在後續的時間內，我們將在 5 月 4-5 日，連兩天至龜山島及東北角海景作

春遊及授證之旅，盼在母親節前夕，邀約 PP.及社友能攜家帶眷，共同來散

散心，為國光社的生日慶祝。 

 

  在這段佳節期間內，社內喜事連連，Car 秘書喜獲麟兒，Mike 社友也喜

獲金孫，CNC PP.也喜獲金孫，在此我與社友及夫人，沾沾他們的福氣，向

三位誠摯的賀喜!! 

 

                   最後在此祝各位闔家安康。 

 
CAR 秘書報告總監辦事處來函 

 (一)、主 旨：函請各社報名參加 2019-20 年度「地區訓練講習會 

(DTA)」，如說明及附件，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  

一、參照國際扶輪細則第15章：「15.020.地區訓練講習會」規範辦理。 

(請詳閱2013程序手冊P.30、P.178)。 

二、2019-20年度地區訓練講習會(DTA) 

    日    期：2019年4月14日上午8時30分至下午6時 

    地    點：彰化師範大學寶山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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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參加對象：2019‐20 年度地區與分區助理總監、各扶輪社 2019-20 年度 

    社長當選人暨擔任關鍵領導角色之社員如說明。 

三、各參與人員將分為：社長組、秘書組、財務組、社務行政組、公共形 

    象組、服務計畫組、扶輪基金組、社員組、新世代組等，共 9 組。 

    分組教室說明，請參閱附件二。 

四、敬請應參加之社員，於2019年4月3日以前線上報名，報名網址如下 

https://goo.gl/forms/mqxTcXPn0uCiqEaH2  

五、如有疑問，請洽2019-20年度總監辦事處 

     E-mail : 3462dg1920@gmail.com    手  機 : 0987-220088  

 
(二)、主 旨：函請各社繳交 2019-20 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費用，每社 

      新台幣 15,000 元，如說明，惠請查照轉知。 

說     明： 

一、 依據地區慣例，並經 3 月 31 日舉行之社長當選人研習會決議通過， 

各扶輪社應繳交 2019-20 年度地區訓練研習會費用，每社新台幣一 

萬五千元。 

二、請於 2019 年 4 月 30 日前，以匯款方式或即期支票至下列帳戶 : 

     1.電匯銀行：聯邦銀行-文心分行 

        銀行代碼：803 

        銀行帳號：034-10-0031581 

        戶    名：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2.支票 

       支票抬頭 : 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20 年度總監黃進霖 

         郵寄地址 : 500 彰化市寶聖路 112 號 

         連絡電話 :  04-722-1234 

         傳    真 :  04-726-5265 

         信    箱 :  3462dg1920@gmail.com 

三、國際扶輪 3462 地區 2019-20 年度總監辦事處聯絡資訊: 

         電話 ：04-722-1234， 傳真 : 04-726-5265 

         信箱 ： 3462dg1819@gmail.com 

         地址 ： 500 彰化市寶聖路 112 號 

(三) 、函請貴社接待之外籍學生參加「墾丁旅遊」，函請查照。 

說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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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了獎勵本年度接待之外籍學生在年會優異之節令鼓表演，故地區 RYE

委員會增辦墾丁旅遊 (為自由報名)，為確定參加人數與訂房作業之處

理，請貴社確認學生的參加意願並於 4月 16前匯款，俾利後續作業。 

 活動日期：2019 年 04 月 24 日(星期三)~04 月 26 日(星期

五)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vBZn9tXxSPpY8jZV6 

 費用：台幣 9,000 元整 

二、有任何疑問者，請使用 E-mail 聯絡本地區 RYE 委員會秘書 Maíz 

簡小姐 (E-mail:d3462rye@gmail.com；手機：0905-738-662)。 

 

JAMEI 出席主委報告 

一、第 1090 次例會，3 月 31 日例會 

1.社友人數:61 位   2.出席人數:52 位   3.出席率: 85% 

 

ALAN 節目主委報告 

一.第 1091 次例會 4 月 11 日(星期四) 下午 6點  專題演講: STAR 會議 

   主講人:曾建忠 Net PP. 地點:菊園婚宴會館。是日召開 4月份理事會 

 

【主講人簡介】 
扶輪經歷: 

2008 年 7 月加入大里國光扶輪社 

2009 ~ 2010 年度 理事、社刊主委 

2010 ~ 2011 年度 理事、社刊主委、RYE 青少年交換主委 

2011 ~ 2012 年度 理事、會計、新世代服務主委、 

                 RYE 青少年交換主委、扶少團主委 

2012 ~ 2013 年度 理事、新世代服務主委、扶少團主委 

2013 ~ 2014 年度 理事、秘書、RYE 青少年交換顧問、扶少團顧問、 

                保羅哈里斯之友 

2014 ~ 2015 年度 聯誼主委、RYE 青少年交換顧問、扶少團顧問 

               、扶青團輔導代表 

2015 ~ 2016 年度 理事、副社長、社務行政委員會主委、扶青團輔導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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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悟道社輔導委員 

2016 ~ 2017 年度 理事、社長 

2017 ~ 2018 年度 理事、直前社長、 國際服務主委、扶輪基金主委 

2018 ~ 2019 年度 STAR 會議主委、電腦網路資訊主委、職業訓練團隊 

                 VTT 主委 

地區扶輪經驗: 

2011 ~ 2012 年度 泰國曼谷世界年會 

2012 ~ 2013 年度 地區扶少團委員 

2013 ~ 2014 年度 地區 RYE 青少年交換委員 

2014 ~ 2015 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地區 RYE 青少年交換委員、 

            地區 RYLA 領袖獎委員地區 37 屆年會分組討論服務計畫組 

2015 ~ 2016 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扶輪領導學院 RLI 第 28 期、 

            地區 RYE 青少年交換委員地區講習會(DTA)扶少團 & RYLA 

            領袖獎 & RYE 青少年交換主講人 

2016 ~ 2017 年度 地區扶輪櫥窗 SHOWCASE 主委、地區職業道德與成就獎 

            勵委員會副主委、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地區 RYE 青少年交 

            換委員、2-3 分區 RCC 委員會主委、地區職業訓練團隊 VTT 

            團隊、美國亞特蘭大世界年會 . 

2017 ~ 2018 年度  地區扶輪之子副主委、地區青少年領袖營 RYLA 副主委 

           、地區 RCC 副主委、地區 RFE 友誼交換委員會副主委、地區 

            年會議事委員會程序組、地區講習會社層級訓練師 CTTS 講習 

            會講師 、地區訓練講習會 DTA 講師 

2018 ~ 2019 年度 地區資訊推廣委員會主委、地區青少年領袖營 RYLA 主委 

           、地區 RCC 副主委、地區扶少團委員、地區扶青 OB 入社副  

            主委、地區年會議事委員會執行長、地區扶輪之子委員、 

            地區新世代服務研習會 DM , PI&NGS 主講人、地區扶輪青 

            年服務團地區領導人訓練研習會 RLDTM 主講人 

2019 ~ 2020 年度 地區執行秘書、地區總監月訊委員會副主委、地區青 

            少年領袖營 RYLA 諮詢委 員、地區 RYEMT 年會委員、地區 

            青少年交換 RYE 委員、地區節目人才庫副主委、地區 VTT 

            委員會委員、地區社長當選人 PETS 扶輪基金引言人、  

            地區 DTA 訓練研習會服務計畫引言人 

【演講大綱】 STAR 扶輪行動特別訓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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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扶輪的歷史與傳統 

二. 扶輪的政策與程序 

三. 扶輪的服務與機會 

四. 扶輪基金會的介紹 

扶輪知識不是說教的，是共同來分享一百年來扶輪前輩. 所留下來的智慧

及經驗。使每一位扶輪社員能夠做一個快樂的扶輪人而享受其中，更使你

因了解扶輪知識~實踐參與而成為一位真正的扶輪人。    

透過問答 Q&A 共同探討扶輪的相關主題，教學相長 ~ 達成 STAR 訓練會議

的目的。 

 

二.第 1092 次例會原 4 月 18 日變更至月 21 日(星期日) 節目:休閒活動 

   暨慶祝 4 月份女賓夕 報到用餐時間上午 11:30 地點:南投松柏嶺老街- 

   仁城餐廳(南投縣名間鄉名松路二段 662-1 號 049-2582151) 

三.第 1093 次例會原 4 月 25 日變更至 4 月 27 日(星期六) 節目:大里扶輪 

   社授證 36 周年慶典暨分區聯合例會 報到註冊聯誼下午 5:20  

   地點:新天地-東區店(3 樓) 

 

DESIGNER 會計報告 

一、 請社友繳交 2018-19 年下半年度社費，收費明細如下:    

     常年會費$30,000 元、RI 會費 1000 元共 31,000 元 

寶眷社友 RI 會費 1000 元，敬請社友撥空繳納以利社務推動， 

謝謝您的配合。 

     戶名:臺中市大里國光扶輪社   三信商業銀行南門分行(147) 

     帳號:09-2-0065338 

 

JASON家庭聯誼主委報告 

4 月 13 日(星期六) 晚上 18:00   地點: 霧峰吉峰路 56 巷 1 號-邱公館 。

舉辦 4月份家庭懇親會由五組合辦: 

廖繼鋒、胡開化、邱仕銅、康賜鑫、劉憲隆敬邀同組社友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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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陳欣妤 3 月報告 

學生姓名：陳欣妤派遣扶輪社名：大里國光扶輪社 RC 

接待國家：秘魯接待扶輪社名：San Borja SurRC 

接待地區：D4455；目前由第 2 接待家庭接待。 

現今居住地址：Santa Maria C 18,Jose Luis Bustamante,Arequipa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沒有 

本月活動與內容： 

1.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這個月沒開例會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Ocho meses en Perú!!怎麼轉眼間又要寫月報告了？時間好像越來越快

了，一眨眼又是一個月，那麼這個月憨憨魚又做了些什麼呢？就讓我們一

起看下去吧！ 

這個月我繼續在阿雷基帕度過我的假期，然後一時興起想要剪瀏海就突破

自我的去剪了，因為上次剪平瀏海已經是我五歲的事了，所以抱著既緊張

又期待的心情去剪髮，但剪完之後的感想是「千萬不要在秘魯剪頭髮」雖

然我一直抱持著剪壞就算了夾起來就好的想法，但是還是覺得很瞎，最後

是回去另一個交換學生家他才幫我修好看的，總之最後得到哥哥的回饋是

這個瀏海好像很適合你，聽到哥哥的這句話可以放心了哈哈哈。 

剪完瀏海的隔天，轟爸帶我和弟弟去阿公家，一進門就看到被殺掉的 Cuy

被清洗好曬在鋼絲上，差點昏過去（補充一下，cuy 是一種秘魯的特色菜，

是類似天竺鼠的品種，在秘魯會用炸的、煎的或烤的方式烹飪）阿公阿嬤

想說我快要回利馬了，所以就殺了家裡養的 cuy 要讓我品嚐，那天晚上轟

爸和轟媽就坐在廚房看我吃牠，我是吃煎的，所以整個身體和頭都超級清

楚，我吃了一口就沒辦法繼續吃了，光看那個頭我真的是完全沒食慾，也

是抱持著就是一口看看的心情，後來我說我我沒辦法再吃了，轟爸就出來

拯救我 XD 幫我把整隻 cuy 吃完。既然都吃就來說說那是什麼滋味吧！整體

來說，沒有不好吃，可是用煎的皮太硬所以我不喜歡，吃起來的感覺就像

雞肉，但是...嗯...有雞肉為什麼要去吃可愛的天竺鼠呢！這種特色菜真

的是吃過一次嚐試過就好，我絕對不會再吃第二次的 XD 

時間稍縱即逝一個月在阿雷基帕的假期飛快的結束了，到了要回利馬的最

後一晚，阿姨找我去他們家玩，帶我去她家附近的百貨公司，然後去跟可

愛的妹妹道別，還終於看到了阿雷基帕最有名的米斯蒂（Misti）火山，因

為來這裡的這一個月，不是在下雨就是陰天，所以都沒有機會看到它，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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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很幸運的在要離開的前夕它終於出來見人了❤□真的很像富士山 XD 

雖然在阿雷基帕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但是我的在這裡的轟家對我很好，他

們送去機場的時候其實我滿想哭的...（真的好愛哭） 雖然爸媽時常在工

作但是這個家還是很溫暖，就這樣我在阿雷基帕的假期結束了。 

回到利馬突然有點不太習慣天氣哈哈哈，因為阿雷基帕濕冷的一個月，回

到利馬突然變乾熱，快被烤成魚乾了 XD 回利馬後休息了幾天就去幫另一個

台灣交換生慶祝生日，順便回去探望無緣再次回去寄宿的第一轟家，整個

玩瘋了，雖然我拿卡片送他們的時候還是小小哭了一下（真的很沒用 XD）

在那裡住了兩天，最後一天晚上轟媽還帶我們去 Barranco，是個夜晚很美

的廣場公園❤□接著就要去旅行了，半夜轟媽載我們一起去機場坐飛機，

出發熱帶雨林。 

是的接下來又要開始講旅行的事啦~~~ 

這次旅行的地點是 Iquitos!熱帶雨林！！亞馬遜河的大探險！很多人以為

亞馬遜河只有在巴西，但其實他的流域面積遍及到巴西、秘魯和哥倫比亞

喔！我們坐了早晨的班機，在早上八點抵達 Iquitos，到了那裡後我們直接

先去這次旅行中並行存在的計畫的地點（這次的旅遊也不光只有玩，同時

我們也去幫忙了在雨林的學校，改善他們的學習環境）與好久不見的朋友

們重逢，之後回民宿一起吃午餐，他們就與我們說再見了，當天下午我們

穿著雨鞋到民宿後方的雨林探險，完全忘記自己身在雨林隨時可能下大雨，

然後衣服褲子全濕了，連雨鞋裡都是水（雨鞋的作用？□）後來與漸漸停

了，導遊就問我們「你們覺得民宿在哪個方向？」有些人說東有些人說西，

唯獨導遊說民宿在我們的正前方，所有人傻眼，我們不是一直不斷在往前

走嗎？怎麼可能民宿在前方，導遊說不相信的話你們可以選擇自己要走哪

一條然後看你們走不走的到民宿，然後大家就害怕了哈哈哈，最後我們就

在導遊的帶領下真的一直往前方走抵達了民宿，果然雨林真的是一個很酷

的地方！第一天就這樣結束了。 

第二天一早我們去了另一間學校拜訪，與小朋友們聊天玩耍，下午去找亞

馬遜流域裡的粉紅海豚和食人魚，雖然海豚沒有跳很高，但是還是看的很

清楚，牠跳出水面的時候大家都發出驚嘆的聲響，一直以為海豚只有在海

洋中才有，所以在亞馬遜流域可以看到真的很酷，看完海豚後我們就去釣

魚，目的是要找出食人魚，結果釣了三隻普通的魚，成為全船最佳釣手，

導遊還說我是殺手哈哈哈哈，雖然沒能釣到食人魚，但是還是很滿足的回

到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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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的雨林一樣是早上去學校做活動，下午就進行亞馬遜雨林的遊覽，

那麼第三天去了哪裡呢？我們去了一個在亞馬遜雨林中古老的印地安部落，

進入部落前有一個小村，那裡有很多小朋友養樹懶當寵物！以前在電影中

看到覺得還好，可是現實中真的長得超可愛，而且牠的嘴型好像時刻都在

微笑一樣，就跟我一樣 XD 跟樹懶拍完照之後我們就進入部落，他們的衣服

超酷，僅僅只用類似稻草的植物製成，超級符合生活在雨林裡應該有的服

飾，他們為了歡迎我們，還帶我們一起跳了舞，真的很好玩，在這邊他們

捕捉獵物的方式是用吹箭，箭是竹製的，看起來小小的但卻非常銳利，我

還嘗試去吹了大的，結果中氣不足哈哈哈，並沒有卡到木頭上，但是我在

旁邊的小販買了一隻小的做紀念，帶回台灣射弟弟 XD 

當天晚上導遊帶我們夜遊雨林去尋找那些夜晚才會出現的物種，看到了貓

頭鷹和蛇脫完的皮，其實我滿害怕的，但是走完回到民宿後就覺得是個很

滿足的體驗。 

旅遊漸漸來到尾聲，第四天是我們最後一天去學校幫忙，我還和另外幾個

交換學生去了學校附近的住家，拍攝他們的生活環境和方式，看起來有點

不足的房子，卻仍深深感受到他們心裡的富足感，是一個很棒的拜訪，下

午我們去了此次旅行中我最期待的地方，也就是參觀雨林中的圖書館，雖

然小小的，但在這個圖書館裡小朋友們可以來看書，看電影，學美術，學

音樂，學英文，是一個非常好的地方，這個圖書館是很久以前有一個來旅

遊的美國女生，她很喜歡雨林並想著她可以為這裡的孩子做些什麼，她思

考後發現給孩子一個環境去閱讀是很重要的，所以她回到美國去尋找與她

志同道合的夥伴在雨林中建立了第一個圖書館，後來有很多志願者來到這

裡做服務，所以小朋友才能在這邊學習新知，而我也留下了我的名字和信

箱給他們，如果未來這間圖書館需要幫助，我願意再次回到這裡和這些小

朋友一起學習且成長。 

亞馬遜雨林大探險最後一天！早上五點半起床為了去聽去看早晨的物種，

真的是每個時刻的雨林都盡收眼底了，從早上到中午到下午又到晚上真的

收獲滿滿，我們看到了變色龍隱藏在樹中，還聽到了青蛙的叫聲，雖然一

路上有些恍神，因為實在太累了，但是仍是一趟很棒的出航，下午我們去

看了類似浮萍的水生植物，導遊說它的別名叫小鱷魚的床，因為有時候會

看到小鱷魚躺在上面，可是我沒看到小鱷魚...超級失望的，回民宿的過程

我用水瓶裝了亞馬遜的河水做紀念，真的無法想像一開始雨林這裡沒有水

塔的設施他們都是直接喝河水的生活，真的還滿髒的，雖然他們都會先靜

置讓泥沙沉下去，但是水本身還是很髒啊啊啊，所以秘魯 RYE 每次帶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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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來旅遊就會有一個新計畫去幫助這裡的人們，所以這裡的水設施，都是

前幾年的交換學生搭建的喔！ 

回到民宿後，我們收拾了行李要離開這個生活五天的地方，跟工作人員告

別時真的很不捨，因為一起相處那麼多天，都有感情了啦，他們說會一直

記得有兩個可愛的台灣交換學生來過這裡，也希望以後我們會再回來玩:) 

之後我們出發旅行最終站猴子島，那裡有超多猴子，我也想讓牠爬跟牠玩，

可是牠都不來找我，徹底被猴子嫌棄這樣 XD 但是我跟鸚鵡就拍到照了，雖

然牠站在我手上時真的有痛到，現在手上還有那個疤痕，但是很滿足，看

完猴子後我們就往 Iquitos 市區前進，到了之後很多交換學生去吃了烤蟲

子，我無法我真的覺得太噁心，可是他們跟我說很好吃，光看牠在那裡蠕

動，我就想吐了...就在這樣荒謬的食物下結束了我們五天的亞馬遜探險。 

這五天體驗一個特別不一樣的生活，那些曾經在課本上學習到的知識也一

幕幕化為真實，那種感覺好棒:)好像學校學的東西真的連結了生活一樣。

歷經五天再次回到柏油路上，都還是會有點在船上的搖晃感 XD 過了兩三天

後才退去，超級嚴重哈哈哈。 

回到利馬跟轟爸媽去家裡附近的海岸散步，還去吃 ceviche，ceviche 是一

種檸檬醃漬的生魚片，我在台灣不敢吃生魚，但是我超級喜歡吃 ceviche

的 XD 同時也在那天迎來了倒數 100 天回台灣的里程碑，時間要開始飛快行

走了呢！ 

然後在上週我「終於」開學了，我真的放了好久好久好久的假期啊~~~當全

世界的交換學生都開始回到學校就我還在玩哈哈哈，要去上學的前一天超

級緊張，雖然我也不知道為什麼，也不是沒去上過學，但是要去新學校就

是特別緊張，第一天上課我們班只有 14 個人，但是我覺得這樣很好，至少

我可以跟班上每個人都熟悉 XD 下課時間超多人跑來問我問題，因為我是這

個學校史上第一個交換學生，所以他們都超級好奇又熱情，我第一天上完

課真的快要虛脫了哈哈哈，原本以為這樣的情況一、兩天就會結束了，結

果學校竟然在大家面前介紹我，這下好了，全校都知道我叫 Yoyo Chen，下

課大家看到我都會直接叫我，而且我的校園並不大...對所以就更多人跑來

問我問題，上完課回家都覺得身體被掏空了，整個累爆，但是在這個新學

校學習很開心，而且離家超近，就步行不到 50 公尺在右轉就到了，終於可

以享受那種放學自己走路回家的小確幸❤□ 

最後是這個月 RYE 舉辦了交換學生與今年七月要出國的秘魯交換生的交流，

我煮了台灣家常菜去與他們分享，大家都說好吃，那是我第一次煮那道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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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就成功，我真的對我的廚藝感到欣慰，不再是只會做巧克力熔岩蛋糕

的那個女孩了，各國還做了簡報要上台報告，我也是很順利的完成了，主

委還說對我們來說學習西班牙文的路比其他人還要更困難，但是我們進步

很多，從一開始什麼都不會到現在已經可以算流利的跟別人溝通，是一個

很大的進步，還讓大家再給我們一次掌聲，其實那個當下我還滿感動的，

每次聽到主委的話我好像都能更有動力去學習，讓他看見我努力的在往前

進，也很謝謝他包容對我來說我因為語言相差大太，所以學習比較困難的

處境，也謝謝一直再幫助我學習西班牙文的交換學生們❤□ 

八個月月報告到此，這應該是倒數第四次寫月報告了，再看完三篇長文我

就要回去啦！不捨秘魯但又想念台灣的情感充斥著。 

我們下次月報告釋出時間見囉！ 

       
 

   
                   亞馬遜之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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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呂維哲 2 月報告 

       學生姓名:呂維哲   派遣扶輪社名:大里國光 RC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名:Vila Galvao RC 

       接待地區:D4430    目前由第二接待家庭接待 

   目前居住地址: R. Maria dias hog 90 rosalia-Guarulhos-SP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1 次 

本月活動與內容: 

1. 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這個月因為旅行的原因只去了一次例會，那一次去是因為我的印度朋友

要用葡文報告，我真的不得不說，印度人的口音真的很重，我跟地區的

印度人講話，不管是英文還是葡文，他們都講得像在講印度話一樣，我

真的幾乎聽不懂他們在講甚麼，連美國跟加拿大的朋友也跟我說，他們

真的聽不懂印度式英文，我的印度朋友報告完，我的轟爸也跟我說，其

實他聽不懂 

2. 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 

我的日常生活又回到普通的日子了，每天上學，放學上葡文跟健身房，

不過，在巴西越來越久，忽然不是很喜歡學校，因為一開始甚麼都聽不

懂，學校不要求我認真上課，但是到了現在，學校老師都會要求我上課

要認真要做筆記，雖然我不必跟著考試，但是他們的老師都寫草寫體，

對於我來說，我真的看不懂，也因為聽的懂他們在學甚麼了，從此以後

我再也不會說外國學的東西都很簡單這種話了 

3. 其他: 

才剛從大旅行回來，過完了巴西嘉年華，沒想到再去學校兩天我又要去

旅行了阿，不得不說時間真的很快阿，還記得我明明才剛從桃園機場出

發的，到現在剩三個多月就要回去台灣，也讓我想到去年地交換生跟我

說的，不要以為一年很久阿，真希望這三個月可以更充實一點啊…..，

畢竟我還不想回去面對學校阿 

4. 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會的建議： 

沒有疑難雜症，這個轟家對我很好，每天都很開心 

 

  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呂維哲 3月報告 

     學生姓名:呂維哲   派遣扶輪社名:大里國光 RC 

     接待國家:巴西     接待扶輪社名:Vila Galvao RC 

     接待地區:D4430    目前由第二接待家庭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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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居住地址: R. Maria dias hog 90 rosalia-Guarulhos-SP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0 次 

本月活動與內容: 

5. 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這個月依然沒有去例會，因為我的轟家不是扶輪社社友，所以沒有重要的

事，基本上是不會去例會的 

6. 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 

這個月，我又去了旅行，這次是去巴西的南部旅遊，這個旅遊呢，整團

50 個人，台灣人佔了 31 個名額，也因此，我在旅行中根本用不到英文

還有葡文，好懷念這種說話都不用動腦的感覺，同時，在這個旅行中也

遇到了好久不見的楊承恩，我們倆在台灣同地區，如今在巴西又相遇，

可謂他鄉遇故知，我們倆也是英雄惜英雄，彼此感嘆時間真是飛快呀，

一轉眼我就快回台灣了 

7. 其他: 

這個月依然在旅遊的我，已經玩到沒有時間觀念了，畢竟在巴西，動不

動就是旅遊還有旅遊，而且隨便一個旅遊，都是到跨時區的的地方，於

是乎，我的生活就是不停的調整那一兩個小時的時差，這也導致了，我

的生理時鐘直接錯亂，當轟家在吃飯時我不餓，他們吃完我才開始餓，

也因此長了超多痘痘阿，我轟媽常常跟我說，都玩不完巴西了，怎麼還

會想出國玩，只能說，國家太大也是一種困擾阿，有錢也玩不完，是在

台灣不會有的問題啊 

8. 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會的建議： 

沒有疑難雜症，我的葡文也學得還不錯，並沒有遇到甚麼困難 

            
                                                     伊瓜蘇瀑布&遊樂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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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 年度 OUTBOUND 交換學生-王勇皓 2 月報告 

學生姓名：王勇皓(Jacky)派遣扶輪社名：TA-LIKUO-KUANGRC 

接待國家：巴西(Brazil) 接待扶輪社名：NorbrexRC 

接待地區：D4500；目前由第二個接待家庭接待。 

現今居住地址：Estrada de Aldeia, 12619 - Lote 140 - Clube de 

Campo Alvorada - Ｂａｉｒｒｏ Ａｌｄｅｉａ － Camaragibe/PE - 

ＣＥＰ５４７８３－０１０  

本月與輔導顧問見面的次數：兩次都在扶輪社 

本月活動與內容： 
1.請敘述參加扶輪社例會活動的情形： 
2.請描述你現今的日常生活(學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這個月是我在第二個轟家剛好滿一個月,第二個轟家沒有像第一個轟家一樣

帶我去很多地方去玩,假日都是去他們朋友的家,這個月沒有甚麼機會出去玩,
本身第二個轟家也有點偏僻,反而待在家裡時間還比較多,學校方面最近多個

一個有趣的活動,就是每個禮拜五每個班級都可以依當地的活動或者是看班

上想穿麼風格的衣服來決定要穿什麼樣的衣服,不過這個月最好玩的活動是

巴西嘉年華,巴西嘉年華持續一個禮拜,你在這一個禮拜都可以看到路上每天

都很熱鬧,大家都在那裏慶祝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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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例會及活動照片  

   
          3/21 專題演講:淺談糖尿病與低 GI 飲食 主講人:陳婉倫 Human 夫人 

 
 

   
                    3/31休閒活動暨3月份女賓夕慶生-鹿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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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思索第109週   

本週的扶輪思索是有關於扶輪職業服務活動Vocational Service 

Activities。 

各扶輪社應在自己例會時安排介紹其他國家的文化、經濟和地理環境等節

目，並鼓勵社區其他團體舉辦類似活動。此類節目之目的在於協助克服因

大量勞工遷徙，所引起的語言隔閡與文化和社會背景之差異等困難。各扶

輪社應考慮採取必要步驟，以發起或支持當地人民成立「公民諮詢處」，

其目的在於協助初抵本社區之外地人，使他們能夠適應新環境。 

隨時留意政府有關勞工政策之制訂，由於政府對於政策之制定，係依據各

職業公會之領袖與勞工領袖商談與協議之結果而定，許多扶輪社員在職業

公會中擔任重要角色，可透過其影響力協助有關政策之制訂。 

理事會鼓勵扶輪社與社區內的工商協會聯絡以探尋服務的機會，並且在適

當的時間辦理服務計劃，若雇員訓練、退休後服務機會、功能性識字、工

作場所濫用毒品之預防與治療計劃、就業諮商及職業表揚計劃。職業服務

的範圍僅受到扶輪社及社員想像力及才能的限制。因為扶輪社員在扶輪社

中是依據他們的職業予以分類，職業服務是實施扶輪計劃的最重要因素，

它的影響在四大服務之其他項目中可體驗到。 

國際扶輪理事會呼籲各扶輪社就是否應預防因職業服務活動所引起的損害

賠償，向法律與保險專家徵詢意見，包括是否應購買保險或採取其他適當

的風險管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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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輪之宗旨： 

扶輪之宗旨在於鼓勵並培養以服務理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

勵與培養 

第一：增廣認識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第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識一切有益於社會的

職業之價值，及每一扶輪社員應遵重其本身之職業，藉以服務社會； 

第三：每一扶輪社員能以服務理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第四：綜合具有服務理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業人士，以世界性之聯誼，

增進國際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扶輪之四大考驗： 

我們所想、所說、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一、是否一切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利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