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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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應繳交費用為新台幣十七萬元整，包含合格備取生各項訓練講習會、行政事 

    務、國際扶輪青少年教育基金會(RYEMT)行政費用等。請於 2012 年 12 月 18 

    日（週二）前以匯款方式繳清，匯至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專戶，於備註   

    欄註記推薦社及學生姓名，其匯款水單以傳真或掃描電郵至地區 RYE 辦事 

    處，專戶資訊如下： 

    戶名：林慶明周信利陳嗣民【此帳戶為三人聯名戶】 

    銀行：板信商業銀行 後埔分行（代碼118） 

    帳號：0020-5-66677788-0 

    附註：來回機票、護照、簽證 、一年期CISI保險費 (依實際費用由派遣學 

          生自付)  

八、聯絡人：RYE執行秘書 徐晧婷 (Ting)、范姜群敬（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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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區 總 監： 林慶明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周信利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十一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29 日 
主席：阮建茂 社長 

紀錄：劉昭利 秘書 

出席理事：阮建茂 劉昭利 陳水生 陳陽春 何仁傑 蔡木春 侯文觀 楊大中 陳靖庸  

          顏勝岳 張立群 游朝安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來賓台灣天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萬盛總經理、原社友 Book，以上二 

        位有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歡迎 Book社友回來參加本社，其他來賓出席四次以上有意願參加本社 

        者再提出入社申請予理事會討論。 

 

第二案：新北市三、六分區舉辦愛的輪轉演唱會，祈請第七分區各社認購門票 500 

       元十張，本社是否配合辦理，提請理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總監來函 
 受文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3-2014年度各推薦派遣扶輪社－土城中央

社  

發文日期  ： 2012年11月23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2126號  

主旨  ： 函告 貴社2013-2014年度推薦派遣學生合格備取通知及開訓典

禮，請查照。  

附件  ： 2013~2014年度合格備取學生開訓典禮暨第一次講習會議程、英文

申請書資料準備表及交通資訊。  

一、貴社參加2013-2014年度國際扶輪3490地區青少年交換(RYE) Outbound 學 

    生甄選面試結果如下，惟評選合格備取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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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評選結果  學生姓名  評選結果  

孟靖儒  合格備取  吳冠臻  合格備取  

二、時間：2011年12月8日(星期六) 8：30報到；9：00～17：00開訓典禮暨講 

          習會  

    報到地點：國立海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圖書館大樓6樓演講廳  

              【新北市土城區學府路一段241號】  

三、當天請攜帶下列設備與文件到場  

（一）Long-Term Program Application英文申請書，請先預覽Section A～Section  

     G，並印出手寫Section A～B部份，提前做資料準備。  

（二）學生、父親、母親護照影本【封底大頭照那頁，學生護照有效期限須2014 

      年9月】  

（三）三個月內二吋彩色大頭照4張及數位檔【請於背面寫上學生姓名、推薦社 

      名】  

（四）四張有主題之生活近照（請用數位檔、如無數位檔請攜帶相片）1.全家福 

     2.住家外觀3.興趣4.重要事物（如父母、宗教、社團，嗜好…請填寫主題）  

（五）四自備一支藍色原子筆、有日期的行事曆筆記本、英漢字典（電子字典亦 

      可） 

 四、為協助學生順利達成交換計劃目標，請合格備取學生及一位家長務必準時 

     出席。  

五、保留甄選分數20分作為培訓期間（2012年12月-2013年 6月）學生學習及家 

    長配合度評核的分數，該分數將會納入整體表現成績總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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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29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8 名     
   出席人數:…………43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7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87%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M、Civil、CNC、 
House、Calvin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Blower、Chiang Ji、HPO、Jeff、 
Manpower、Water、Begs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Dragon           講師 
     陳政盛 先生          本社      
     林芳伃 小姐          本社            
     陳世尊 先生          本社 

     馬康華 小姐          本社 

     游聰敏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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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社長 Paul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地區辦公室主任 P.P.Dragon；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

賓：銓泰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陳政盛總經理、鎮洪數碼科技(股)公司 林芳伃
小姐、平哲消防設備有限公司 陳世尊總經理、佶優科技(股)公司 馬康華董事
長、世良機械五金有限公司 游聰敏負責人以及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Service 社友、Accountant 社友夫人黃寶珍小姐、Civil 社友夫人 
               張淑娟小姐、LED 夫人郭佩玲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結婚 52 週年紀念，祝福他們幸福快 
                   樂！ 
� 秘書報告由 Green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1,9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Paul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lce 1,000 4. P.P.PVC 1,000 
5. P.P.Ball 1,000 6. P.P.Case 1,000 
7. P.P.Thermo 1,000 8. P.P.Building 1,000 
9. I.P.P.Valve 1,000 10. 秘書 Green 1,000 
11. 社長提名人 Spring 1,000 12. 社友 Accountant 1,000 
13. 社友 Bearing 1,000 14. 社友 LED 1,000 
15. P.P.Dragon 2,000    

小計：19,000 元 
承上期：353,200 元 

 
 
 
 
 
 
 
 
 

本週節目~常年大會 
第 17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監票人- C.P.Yico             
         唱票人- Importer  
         記票人- Lawyer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4. 第十七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12月13日(星期四) 
講師：林水龍醫師 
講題：乳癌診斷與治療 

社區服務-國小清寒學童圓夢計

劃活動 
日期：12月20日(星期四)上午8:30 
地點：土城國中綜合教學大樓 

社區服務-耶誕嘉年華園遊會  
日期：12月24日(星期一)下午4: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市民廣場 
※敬請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踴躍出席 
 

第三次爐邊會議一日遊活動 
日期：12月30日(星期日) 
地點：桃源仙谷一日遊 
行程：上午-桃園仙谷參訪 
      中午-社長當選人宴請午餐 
      晚上-第三次爐邊會議 
爐主：C.P.Yico、社友Absorber、Air、 
     Andy、Auto、BM、Wine、Wood、 
     Archi、Life、Media、  
     Jaysjinnet、Service、Bed、Bags 
    敬邀社友全家福踴躍報名參加！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P.P.Case(41.12.08) 

P.P.Building(35.12.10) 

社友 HPO(40.12.10) 

社友 Chef(47.12.06)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Auto 社友與葉淑嫈夫人結婚 4周年 

(97.12.07) 

Wood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婚6周年 

(95.12.09) 

Air 社友與徐文香夫人結婚 16周年 

(85.12.10)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