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際扶輪 3480 地區                     
 2010~11 年度青少年交換委員會接待行事曆 

                                                 
【2010 年 7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7/10(六) 09:00~16:00 2010-11 接待講習會 I 
(家庭、接待社、接待社顧問) 

中國科技大

學 101 室 
※劉淑媛 Tina(老松社) 

 
 

【2010 年 8 月】接機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8/27(五)~8/
29(六)  Inbound Orientation I 

※Inbound 學生手冊 
龍潭渴望園

區 ※陳志昇 Wine(老松社) 

8/30(一) 8:00~10:00 
10:00 

華語測試 
說明會 

中國文化推

廣中心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2010 年 9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9/11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9/2 (四) 08:00~11:00 華語(文)課開始 中國文化推

廣中心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自 9/2 起每週一、四上午 8 :00~11 :00 上華語課 
自 9 月起每月第二週週六為文化課(全天) 
 

【2010 年 10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10/9(六) 09:00~21:00 接待家庭+扶輪社顧問座談會Ⅰ 地區辦公室 ※劉淑媛 Tina(老松社) 
10/9(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2010 年 11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11/13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11/21 (日) 08:00~17:00 2011-12 派遣學生甄試 

中國科技大學

7 間教室 

※邱雅文 DGN Charles(西北
區社)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陳志昇 Wine(老松社) 

 08:00~17:00 扶輪青少年交換博覽會 I 
中國科技大學

格至樓川堂

※陳志昇 Wine(老松社) 

 
【2010 年 12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12/11(六) 09:00~12:00 接待家庭+扶輪社顧問講習會 II 中國科技大

學 104 室 
※劉淑媛 Tina(老松社) 

12/11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12/18(六) 
12:00~17:30 Inbound 學生華語表演 

 
中國文化推

廣中心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18:00~21:30 Christmas Party 開平餐飲 Rotex 



12/27(一) 08:00~11:00 華語能力測驗(2) 中國文化推

廣中心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2011 年 1 月】1/20 高中寒假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1/8(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1/19(三)~1/
21(五)  Inbound 學生「台灣文化體驗之旅」 東部 ※余振賢 Paul(北海社) 

華語課 1/29~2/16 放假 
 
【2011 年 2 月】※2/3 (四) 大年初一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2/12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2/19 (六) 09:00~12:00 Inbound Orientation Ⅱ 中國科技大

學 101 室 
※陳志昇 Wine(老松社) 

2/20(日) 09:00~21:00 接待家庭+扶輪社顧問座談會 II 地區辦公室 ※劉淑媛 Tina(老松社) 

   

【2011 年 3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3/12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2011 年 4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4/9(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4/16(六)~4/
17(日) 

 
地區年會 

及 
RI 社長代表歡迎晚會表演 

圓山飯店 
 
 
※呂錦美 May(芙蓉社) 

 青少年交換博覽會 II  ※陳志昇 Wine(老松社) 
4/19(二)~4/

22(五)  Inbound 學生「台灣文化體驗之旅」 中南部 ※余振賢 Paul(北海社) 

 
【2011 年 5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5/7(六) 09:00~21:00 接待家庭+扶輪社顧問座談會Ⅲ 地區辦公室 ※劉淑媛 Tina(老松社) 

5/14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5/27(五) 17:00~21:00 接待感恩餐會 另行通知  

 
【2011 年 6 月】  

日期 時間 事由 地點 召集人 

6/4 (六) 13:30~17:00 華語演講比賽 中國文化推

廣中心 
※林仁祥 Print(城西社) 

6/11 (六) 09:00~17:00 文化課 另行通知 ※呂錦美 May(芙蓉社) 
 
 
※活動時間、地點若有更動，另行通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