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月報告書(三月) 孟靖儒 
     這個月去了南巴旅遊，參觀了伊瓜蘇瀑布和一堆美麗的景點。在伊瓜蘇瀑
布時，那裡的水勢和場景很是壯觀，我們甚至還坐船到了瀑布下被伊瓜蘇瀑布
的水沖。不過被水淋完後，全身濕透，加上天氣很冷，所以隔天很多人都感冒
了！隔一天的行程是去阿根廷，但因為台灣人很難辦到阿根廷簽證，所以我們
和一個印尼人去了一個地方，欣賞很多不一樣的鳥類。還去了巴西的承天寺，
那裡是師大附中的教授來到巴西傳教所創建的。之後導遊還但我們去吃中式料
理，吃到久違的糖醋排骨和麻婆豆腐等、、、，當時所有台灣人都很感動。 

     接下來我們到了巴拉圭旅行，因為巴拉圭的東西都很便宜，所以當天的行
程是放我們自己逛一整天。當天我們花了很多錢血拼，最開心的是因為當地很
多台灣人移民到那，所以我們找到一家道地的台灣菜，比前幾天吃的還道地。
那裡還有賣珍奶和放著台灣的新聞，讓我們感覺有回到家的感覺！我們還去了
一個地放可以同時看到巴西、巴拉圭、阿根廷的地方。雖然沒辦法到阿根廷，
但還是親眼看到了另一個不一樣的國家。伊瓜蘇旅行的最後一天，因為有人只
參予部分旅行，所以隔天就要走。因此辦了一個袖讓各國交換學生表演自己國
家的特色，大家還互相交換連絡方式，是個很溫馨的夜晚。 

    之後我們就到巴西一個以美麗著稱的城市，名叫「庫里奇巴」。那裡有一個
類似溫室透明的建築，前面還有花園，很是漂亮。因為巴西南部很多人是歐洲
移民過去的，所以那裡的建築和生活放是很像歐洲，所以在南巴旅行幾乎都是
參觀景點和血拼。我們還去看了很多巧克力工廠，裡面有很多類似電影場景的
地方；聖誕園區，裡面有真正的麋鹿，還有像芬蘭的聖誕老人屋；好萊屋名車，
那裡的車就像是電影裡跑出來的，跟一般的車很不一樣；一間高級服飾店，裡
面還可以試穿他們的衣服走秀。我們還去了遊樂園，裡面有一個名車車展，保
時捷和法拉利等等。還有跑車秀，很刺激。玩了許多遊樂設施還和園區的許多
模型拍照。感覺這次旅行看到很多特別的東西，也嘗試很多不一樣的東西。 

     因為在南巴旅行很像在歐洲，所以很多歐洲人都沒去。因此這次旅行整整
一半是墨西哥人，所以到哪裡都在瘋狂的跳舞唱歌，連在巴士上都不放過。雖
然巴西南部因為緯度較高所以有點冷，但因為有許多墨西哥人的熱情，所以感
覺很溫暖。過完這次旅行再過 19天就要去亞馬遜，很期待。但也趕到時光匆
逝，剩下不到三個月就要回台灣了。所以剩下的日子一定要好好珍惜！ 

 

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4-2015年度各推薦派遣扶輪社－ 

土城中央社 

發文日期 ：  2014 年 03 月 24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4033 號  

主 旨 ：  
函告 貴社 2014-2015 年度長期推薦派遣學生初步國家分派通

知，請查照。 

附 件 ：   

說     明 ： 

一、 貴社參加 2014-2015年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青少年交換(RYE)，Outbound

學生初步國家分派通知如下。惟評選合格備取惟評選合格備取惟評選合格備取惟評選合格備取者者者者，，，，須待地區收到國外接須待地區收到國外接須待地區收到國外接須待地區收到國外接

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 Inbound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生姓名 分派國家 學生姓名 分派國家 學生姓名 分派國家 

阮聖豪 巴西 劉書宏 墨西哥 蔡宛穎 巴西 

二、交換學生請注意講習會規則，如有下列情事，即取消交換資格： 

（一）違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青少年交換規則者。 

（二）培訓期間，如無故缺席 2次以上(包含 2次)，即以棄權論。 

（三）素行不良，受校方處分者。 

（四）有任何妨害扶輪名譽之言行者。 

（五）休學且一個月以上沒有音訊者。 

（六）身心健康發生重大障礙導致無法繼續受訓者。 

（七）未能如期繳交相關費用者。 

（八）派遣社及接待相關人員於派遣前未完成 RI規定之認證程序。 

（九）派遣父母與派遣社未能配合地區履行相關接待國外學生之責任與義務。 

（十）受訓期間經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裁定不適任扶輪親善大使者。 

三、聯絡人：RYE執行秘書 范姜群敬（Ted）、葉竽陵 (Amber) 

    電話:(02)2968-2866    傳真:(02)2968-2856  手機：0933-663490 

    E-mail :rye@rid3490.org.tw    http://rye.rid3490.org.tw 正本：如受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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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YE委員會 
地       區       總       監： 吳維豐吳維豐吳維豐吳維豐 
青 少 年 交 換 委 員 會 主 委：陳明理陳明理陳明理陳明理 



 
 
 
 
 

 
 

 
 

 
  例會事項報告      4 月 2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5 名         
   出席人數:…………4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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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出席人數:………10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74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rchi、Banker、Bed、Chef 
      Jeff、Water、Wood、Pin Jer、 
      Whole、Sam、Benjamin、Money、 
      Ricky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Tim、Justin、Roman                               
四、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 補出席社友                            

Andy、Ball、Book、Green、Life、 
Michael、Paul、Plastics、PVC、 
Wine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彭恰恰 先生       講師 
     May 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P.E.Insurance   三峽扶輪社 
     C.P.Amy      北大菁英扶輪社 
     Serina 秘書   北大菁英扶輪社 
     Carol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Jannifer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Lenny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James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Michael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Bobo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Po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Attack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Jimmy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Ivory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Jack 社友     北大菁英扶輪社 
     Christine 執祕北大菁英扶輪社 
     陳佳賢先生        本社 
     胡雅桾小姐        本社 
     張文瑾小姐        本社 
     陳惠姿小姐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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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90890890890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Spring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澎恰恰，接下來以熱

情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重南區社 社友 May、三峽社 P.E.Insurance、北大菁
英扶輪社 C.P.Amy、秘書 Serina、社友 Carol、Jannifer、Lenny、James、Michael、
Bobo、Po、Attack、Jimmy、Ivory、Jack、執行祕書 Christine、寶森貿易有限公
司 陳佳賢總經理、四季地政士聯合事務所 胡雅桾代書、台視 張文瑾總監、合唱
團 陳惠姿老師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bsorber 社友、Tim 社友、Whole 社友、Absorber 社友夫人吳月娥小 
     姐、Media 社友夫人吳秋儀小姐、Michael 社友夫人葉慈慧小姐，祝福您們生日 
     快樂！ 
   2.結婚週年：C.P.Yico 與張佳美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 秘書報告由本社 Importer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House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42,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C.P.Yico 10,000 2. P.Spring 3,000 
3. P.P.Bicycle 2,000 4. P.P.Case 1,000 
5. P.P.Thermo 1,000 6. P.P.Valve 1,000 
7. P.E.Chiang Ji 1,000 8. S.Importer 1,000 
9.
社

社友 Absorber 2,000 10. 社友 Agent 1,000 
11. 社友 Bearing 1,000 12. 社友 Civil 1,000 
13. 社友 House 1,000 14. 社友 Land 1,000 
15. 社友 Media 5,000 16. 社友 All Line 2,000 
17. 社友 Stanless 1,000 18. 社友 Risen 2,000 
19. 北大社 C.P.Amy 2,000 20. 講師 彭恰恰 3,000 

小計：42,000 元 

承上期：659,300 元 

 

                                                                                              社長：蔡木春 Spring  秘書：彭國忠 Importer  糾察主委：饒志敏 House  社刊主委：陳錫圭 Hoist 

本週節目~母親節爐邊會 
日期：5月8日(星期四) 
地點：全國宴會館 
     (土城區金城路一段 66 號) 
程序：PM 6:00 註冊聯誼 
      PM 6:30 開會 
      PM 7:00 餐敘、慶祝晚會 
爐主：P.P.Ball、P.P.Thermo、 
      P.P.Building、P.P.Valve、 
      社友 Archi、Designer、 
      Justin、Machine、Page、 
      Printer、Ricky、Sam、Trading、 
      Tim、Wood 
 

下週節目 
日期：5月 15 日(星期四) 
講師：吳家鴻 先生 
講題：隱藏性疾病的認知與預防 
◎ 會後召開五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們

留步開會！ 
 

祝福您 福壽與天齊 

恭賀您 生辰快樂 

C.P.Yico(25.05.10) 

Benjamin 社友(58.05.10)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P.P.Manpower 與何雲泖夫人 

結婚 42 週年紀念 

(61.05.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