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8 年 10 月 04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819039 號  

主    旨 ： 函請 貴社踴躍參與 Inbound 文化活動-一日志工，請查照。 

一、 為豐富來台外籍學生的交換經驗，本委員會特安排一日志工活動，將溫暖、關懷分 

享給需要的人。透過扶輪新世代成員與偏鄉學童互動的服務機會，推廣扶輪精神向

下扎根。 

二、 活動時間及地點： 

     時 間：10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日) 【RYE 委員及一般社友】 

     地 點：陽光電城、花蓮東大門樂園 

三、 【10 月 21 日】活動流程： 

間 內容 同步進行 人員 

09:00 集合整備  聯合主辦社成員 

10:00-10:05 啟動儀式開始 (中文) 攝影 主持人 

10:05-10:15 貴賓致詞  總監、貴賓 

10:15-10:18 啟動儀式 啟動扶輪摩天輪 3490 地區總監 

10:18-10:30 大合照、扶輪英語村開村 空拍、攝影 全員 

10:30-15:30 
教學體驗時間 (英文) 

現場開放遊園 

攝影、錄影 全體志工 

15:30-16:00 歡樂獎不完、閉村（中文） 有獎問答、攝影 主持人 

16:00 賦歸   

四、 參加對象:歡迎參加:3490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委員、有興趣參與之社友。 

五、任何疑問，歡迎與 RYE 委員會聯繫 

    聯絡人 RYE 執行秘書 陳世芃(Cindy)、黃雅青(Vicky) 電話:(02)2968-2866 

校園反毒宣導活動 
日期:107/9/14 地點: 清水高中 

 
 
 
 
 
 
 
 
 
 
 
 
 
 
 
 
 
 
 
 
 
 
 
 
 
 
 
 
 

【2018 年度印尼日惹扶輪地帶研習會】 

★D.G.E.Audio 特此組團辦

理規劃旅遊暨會議五日行

程(團費每位 41000 元) 



 

 
 
   
 
 
 
 
 
 
 
 

 例會事項報告      10 月 0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4 名     

出席人數:…………39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66%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lumi、Barcode、 

Braht、Chris、Civil、Fire、Green、 

Importer、Ironman、Jerry、Jimmy、 

Life、Look、Machine、Panray、 

Page、Paul、Pro、Printer、 

Risen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ardware、Banker 

四、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 補出席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蔡順吉                  講師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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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21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Design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ton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蔡順吉 先生以及本社

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Connector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James 社友與夫人楊碧麗結婚 25 週年，祝福您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報告由本社 Huma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James代理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6,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Designer 3,000 2. P.P. Ball 1,000 3. P.P. Valve 1,000 

4. P.P. Lawyer 1,000 5. P.N. Trading 1,000 6. 秘書 Human 1,000 

7. 社友 Andy 1,000 8. 社友 Camera 1,000 9. 社友 CK 2,000 

10. 社友 Connector 1,000 11. 社友 Ginseng 1,000 12. 社友 James 1,000 

13. 社友 Quba 1,000 14.   15.   

小計：16,000元 

承上期：316,500元 
 

本週節目 
日期: 10 月 11 日(星期四) 

講師: 顏邵安 女士 

講題: 一起趣野餐 

＊ 現職: 

璐露野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 簡介: 

    全球已 30 年歷史的法國白色野餐 Dîner en  

    Blanc，台灣地區發起人，曾著作「美好小露 

    營」「一起趣野餐」兩本書，台灣有野餐露營 

    達人之稱號，經營人氣臉書粉絲團「璐露野 

    生活」及臉書社團「風格野餐」，創立璐露野 

    品牌之野餐餐廳。 

    長期推動野餐、露營、戶外派對等活動，廣 

    受網友們歡迎。擅長舉辦各式主題野餐派 

    對，網友反應熱烈，並引起海內外眾多媒體 

    報導 

★會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 

下週節目 
日期: 10 月 18 日(星期四) 

講師:  Sake 社友 

講題: 居家小料理製作與魚料理教學 

 

【喜 訊】 
Quba 社友千金文定暨結婚之喜於 10 月 28 日(星

期日)下午 6:00，假海霸王-海山店 3樓富貴廳(土

城區中央路一段 22號 3樓)舉辦，誠摯邀請大家

一同分享喜悅! 

 

                                                                                      社長：陳陽春 Designer  秘書：蔡東樺 Human  糾察主委：彭國忠 Importer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P. Paul (10.12) 

Auto 社友(10.14) 

Printer 社友(10.14) 

Ironman 社友(10.15) 

Quba 社友夫人林淑芳(10.16) 

Jimmy社友夫人鄧佳綾(10.11)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HPO 社友與夫人黃寶蓮 

結婚 38 週年(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