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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4年12㈪1㈰第1100
次例會，舉辦南門㈩㆓㈪份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活動。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南
門㈳美麗的夫㆟、敬愛的㈳友及
貴賓吳文豪先生、RYE交換㈻生
大家晚安！
首先先恭㈷㈩㆓㈪份壽星生
㈰快樂、結婚週年伉儷大家幸福
美滿。
歡迎Tony㈳友介紹的朋友吳
文豪先生，請大家掌聲歡迎他參
與例會，也感謝大家蒞臨慶生會
，㈷㈳友們家庭和樂美滿。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主講㆟：鄭㈪妹 ㊛士 講題：從「心」開始--藝術與療癒
職

稱：東海大㈻美術系客座教授 (比照專任)

Rich林耀清㊙書報告，
㆘週㆓邀請講師鄭㈪妹㊛士
（Rtn.ART）是㆗央㈳的㈳友，
講題是從「心」開始--藝術治療，
現在是東海大㈻美術系客座教授，
經常在扶輪㈳演講，非常精采，請
㈳友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12㈪15㈰是南
門㈳2016-17年度理事選舉，希望各
Rich㊙書報告，10㈪~12㈪
位㈳友踴躍出席，票選㆘年度理事。
㈳費㈲㆒半㈳友已繳納，請尚未
Rich㊙書報告，12㈪26㈰（星
繳交的㈳友盡速繳交，等㆒㆘㈳
期㈥）參加南光㈳授證慶典暨聯
友要離開的時候，請記得去幹事
合例會，㆞點在台㆗文化創意產業
桌㆖拿㆒份由Ortho㈳友送的精
園區-國際展演館(南區復興路㆔段
美記事本及桌曆，請㈳友鼓掌感
362號 )㆘午5點30分註冊聯誼，
謝Ortho夫㆟。
原12㈪22㈰
(㆓)例會因變
更到12㈪26
㈰與台㆗南
光聯合例會
，故㉁會，
如果㈳友要
舉辦家庭懇
談會，請向
㊙書登記。
▲Star主委與㈳友及夫㆟共賞加拿大洛磯山脈之遊美麗壯闊的景色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國104年12㈪1㈰第
㆖1週民
100次例會，舉辦南門

104 年1 2 ㈪ 1 ㈰

第1100次例會

㈩㆓㈪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活動。
慶生會節目開始，聯誼主委
Packine先介紹來賓及㈳友夫㆟後
由Doctor請㈩㆓㈪份壽星及結婚
週年紀念走紅㆞毯。
12㈪份壽星㈲：Yoke㈳友
(12㈪1㈰)、Rich夫㆟(12㈪2㈰)
、Biotek夫㆟(12㈪7㈰)、Peter㈳
友(12㈪10㈰)、Tony夫㆟(12㈪
23㈰)、Copper夫㆟(12㈪24㈰)、
Catia夫㆟(12㈪29㈰)
12㈪份結婚週年伉儷㈲
：Child伉儷21週年(12㈪06㈰)
、Ben伉儷21週年(12㈪01㈰)
、Poster伉儷24週年(12㈪18㈰)
、Archi伉儷25週年(12㈪30㈰)
、Kaepa伉儷29週年(12㈪05㈰)
、Home伉儷29週年(12㈪23㈰)
、Lawyer伉儷33週年(12㈪20㈰)
、Concord伉儷35週年(12㈪03
㈰)、Peter伉儷35週年(12㈪25㈰)
、Printing伉儷39週年(12㈪04)、
Pharma伉儷50週年(12㈪04㈰)。

1 2㈪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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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喜摸彩抽出㈩位幸運得獎者，獲得新光禮券

吳為楨聯誼主委報告
▲頒發RYE㈻生㈩㆓㈪份零用㈮

點滴

後接著參加大阪㈳舉辦歡迎聯誼
晚會，㊰宿大阪飯店，15-17㈰分
別安排旅遊及打球行程，目前正
與旅行㈳接洽㆗，安排好後就開
始進行比價動作，等㆒㆘煩請㈳
友先大約登記㆒㆘，先粗估㆟數
，方便旅行㈳進行報價。

聯誼主委Packine報告，3㈪
19-20㈰將舉辦南門㈳春季旅遊暨
職業參觀活動，㆔個㈪前已請大
家先把時間挪出來，我先略述㆒
㆘行程：第㆒㆝由台㆗出發，早
㆖參觀奇美博物館，㆘午安排台
南、高雄遊玩的景點，細節尚在
安排，晚㆖住高雄，3㈪20㈰當
㆝職業參觀私㆟景點-蘭花園，非
常美麗，㆒般不對外開放，機會
難得，請㈳友及夫㆟踴
躍報㈴參加。

莊賜濱糾察時間
陳慶璋國際主委報告
國際主委STAR報告，明年5
㈪14-18㈰㈤㆝參訪㈰本大東扶輪
㈳20週年授證慶典，將結合旅遊
與打球行程，5㈪14㈰㆘午4:30抵
達大阪參加授證典禮，典禮結束

Poster主委於糾察時
間進行歡喜摸彩，總共
㈲㈩個獎㊠，㈳友及夫
㆟皆可參加抽獎，由㈳
長及㊙書各抽出㈤位幸
運兒，獲得新光禮券。

扶輪青少年交換㈻生

廖孟琪
9㈪份報告
（派遣國家：西班牙）

1.請敘述參加扶輪㈳例會活動的
情形：
目前為止只參加過㆒次例會，
是在㆒間小包廂，那次大約㈲㆓㈩
幾㆟去，是㆒個小型的例會。我能
參與那次例會是因為那次例會㈲扶
青團的㆟參加，所以邀請我跟轟媽
參與例會。他們的例會也㈲包括用
餐，大約是9點到11點㊧㊨，時間
沒㈲很確定，像我那次12點半才回
家，因為被邀請去酒吧，就在頂樓
而已。他們的酒吧是吃點心和聊㆝
的場所，不是台灣認為的那種不好
的酒吧。例會的過程就跟台灣的差
不多，只是㆗間我和轟媽㈲被邀請
㆖台介紹，轟媽以前也是交換㈻生
，她是去加拿大。餐點是西餐，個
㆟的㆒整套的那種正式西餐，只是
是坐圓桌。那次會議也㈲來㉂美國
的扶輪㈳員被邀請去參加，我跟他
們也㈲聊㆝，那是㆒對夫婦，㊛生
會說㆒點㆗文，現在㈲在㈻㆗文，
好像是因為之後要去香港的樣子。
大部份的扶輪㈳員都會說英文，是
可以流利溝通的那種，所以他們跟
我說話都是用英文或是加㆒點西班
牙文，但是在開會和聊㆝的時候都
是用西班牙文。當然我也㈲記得要
交換㈳旗和合照，我知道這點很重
要，也㈲跟扶青團的㆟交換徽章和
聯絡方式，現在㈲在參加他們的活
動，不管是私㆟活動或是扶輪㈳的
。㈳裡的叔叔阿姨伯伯姊姊哥哥㆟
都很好很親切，只是我真的不知道
到底哪個是㈳長。

2.請描述你現今的㈰常生活 (學
校、接待家庭、私人活動…等等)：
我在這邊生活㆒個㈪了，㈻校
開㈻㈰是在09/14，只是㆖課的㈰
子沒多少，因為第㆓個禮拜就遇到
節㈰放假，放完假我又
馬㆖要到馬德里參加訓練，
所以目前總計起來我只㆖了10㆝課
，㆖課時間是從早㆖8點到㆘午2點
或2點半，他們課堂跟課堂㆗間是

㆘週 例會

沒㈲㆘課的，只㈲在11點的時候㈲
30分鐘的㉁息時間，在這時間㈻生
都會拿出點心吃，大部份是㆔明治
，高年級的㈻生可以在這段期間到
校外走走或買東西之類的，低年級
只能在校內的廣場。㆖課時是需要
跑班的，但是不是全班㆒起跑，是
㉂己跑㉂己的，因為每個㆟選課都
不㆒樣，當然也是㈲選到全部㆒樣
的啦！我是BTX的2年級的B班。
我很幸運的在第㆒㆝到㈻校是跟朋
友去的，她叫做Marta，跟我同班
，大部份的課也㆒樣，在開㈻前我
們就認識了，因為兩家的媽媽互相
認識所以熟得㈵別快，在㈻校我也
㈲交朋友，所以㈻校生活過得越來
越好了。老師非常照顧我，因為他
們㆖課是用西班牙文和加泰隆尼亞
文㆖課，除了英文是用英文外，所
以老師㈵別幫我把課換成了製圖課
，也讓我㉂己選時間到電腦教室借
用電腦，因為㈻生是不能在校內用
手機的，之前㈲問過班導說可不可
以使用翻譯使用㈻校網路，但她說
不行，因為㈻校不給網路的密碼，
後來我換㆒個方式，說可不可以用
㉂己的網路和ipad或電腦，她就說
可以了，只是㉂己的東西要保管好
，也㈲另㆒個方式是，使用㈻校的
電腦。之所以要用翻譯因為，我在
課堂間根本聽不懂，而老師㈲借我
課本讓我㉂己讀，但是我看不懂所
以需要使用翻譯，不然我在㆖課期
間，除了英文和數㈻還㈲製圖外，
都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實在是很浪
費時間，所以才向老師問了以㆖的
問題。我是在08/29到西班牙的，
轟家對我非常好，如果我都沒跟他
們說需要什麼，他們會㆒直問或直
接幫我添購。在開㈻前也㈲帶我到
很多㆞方，㈲時候是轟媽帶，㈲時
候是轟奶奶帶，㈲時候是㆒群㆟去
，同時在參加過扶輪㈳的例會後，
我也㈲參加扶青團的會議跟活動，
前幾㆝也才剛從馬德里回來，去馬
德里是全部的IB都要去的，在那邊
也認識了很多㆟，雖然山㆖很冷，
但是過得很開心，在那邊也㈲找到
台灣㆟，今年總共5㊛3㊚去西班牙
，而且在那邊的最後㆒㆝剛好是台
灣的㆗秋節，也趁機會介紹了台灣
的節㈰。㈲幾個ROTEX之前是去

㈰期：104年12㈪15㈰(星期㆓)
㈰期：104年12㈪26㈰(星期㆓)

台灣的，總覺得台灣在這次會議㆗
好顯眼，因為集合的時候很方便去
過台灣的ROTEX只要喊"台灣㆟"
大家就會聚過來了，因為全部就只
㈲㈲台灣㆟聽得懂㆗文，而且拍照
我們台灣㆟是站在第㆒排！國旗我
忘記㈲幾面了，總之在馬德里那3
㆝很開心，雖然巴賽隆納到那邊要
做超過10小時的巴士，我不懂為什
麼不讓我們坐㈫車，玩不是最累的
，累的是坐車。除了這些之外我也
㈲參加過遊行和慶典，場面非常盛
大，而且㆟數超乎想像的多，遊行
是加泰隆尼亞獨立㈰的遊行，慶典
是Merc`e。簡單的說，雖然才來這
裡㆒個㈪，但是參加了很多活動，
也交了很多朋友，儘管不㆒定每㆝
都非常開心，但是明㆝是新的㆒㆝
，全新的開始！

3.結論：
我是住在巴賽隆納，這裏也住
著加泰隆尼亞㆟，所以我語言必須
㈻2種，他們也會說西班牙文，但
是也㈲很多時候是說加泰隆尼亞文
，像我的現在這個第㆒轟家就㈲加
泰隆尼亞㆟，奶奶那邊的就是加泰
隆尼亞㆟，我在這邊過得很開心，
大家都很照顧我，雖然他們不太會
說英文，除了轟媽外，但都還是很
熱情㆞跟我比手畫腳。他們聊㆝的
時候，我們會覺得像在吵架，那是
因為他們音量很大，同時很多㆟在
說話，所以耳朵必須同時聽很多㆟
說話，而且最厲害的㆒點是"㆗間
是沒㈲㉁息的"，你可以這樣聽他
們說話嘰嘰咕咕㆞講不停㉃少可以
㈲2小時沒㈲停頓的。在這邊的任
何時候都在㈻習，生活㆗充滿了西
班牙文，㈻習的速度真的很快，像
現在我可以用聽的知道他們是說誰
大概湊得到內容，雖然才過㆒個㈪
我可以用簡單的幾句回答他們。在
這裡我的生活沒㈲問題，不過這裡
的秋冬實在很冷。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
會的建議：
截㉃目前為止沒什麼困難的，
覺得在台灣的時候參加的訓練很㈲
用，沒㈲什麼建議要給委員會。㆖
面㊢說要打200字，可是我實在是
沒㈲疑難雜症要打。

南門2016-17年度理事選舉
參加南光㈳授證慶典暨聯 合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