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總監來函總監來函總監來函總監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 年 2 月 23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023 號 

主 旨 ： 

函邀 各扶輪社社友、接待與派遣家長、接待學校師長及青少年

交換學生踴躍報名參加國際扶輪RYEMT2013年度第五屆年會，請

查照。 

附 件 ： 研討會註冊表、議程表、活動會場地圖 

說     明 ： 

一、由國際扶輪 3460、3470、3490、3510 地區所組成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多地區

組織-「財團法人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英文簡稱 RYEMT)，將於 2013

年 5 月 25.26 日於新北市政府召開 2013 年度第五屆年會。希藉此將各地區 RYE

經驗相互交流及傳承，讓青少年交換計畫在台灣之發展更加穩健踏實。 

同時，為求各扶輪社在派遣與接待工作上更加順利，盼望您能允予鼓勵與號

召各社的社友志工、接待與派遣家長及接待學校師長，踴躍報名參加此次研討

會；為檢驗外籍交換學生的華語及本地文化學習成果，以及派遣學生參與交換的

學習心得，請踴躍參加為禱，俾使此次的多地區研討會圓滿成功。 

二、「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第五屆研討會」時間及地點如下： 

    時間：2013 年 5 月 25.26 日(星期六、日)，議程表草案(附件二)。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交通示意圖(附件三)。 

三、應參加人員： 

（一）2012-2013 年度接待扶輪社：社內 RYE 主委、顧問、Inbound 學生及接待 

      家庭。 

（二）2012-2013 年度推薦扶輪社：社長當選人、接待社 RYE 主委、顧問、2013-2014 

  年度合格備取生及家長至少一名、接待家庭。 

（三）地區 RYE 委員會所有委員，請統一向各所屬扶輪社報名。 

歡迎列席人員：各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有意參加明年度派遣之扶輪 

社社友。 

四、 隨函檢附本次研討會註冊表(附件一)，以電子檔填妥後於 3 月 8 日【星期

五】前 E-Mail 至地區 RYE 委員會辦理報名手續。報名後，註冊費依報名人

數計收每位 1,000元，不再退費，請以社為單位將款項匯入本地區青少年交

換委員會專戶，匯款時請於附言註記扶輪社名，務必將匯款水單傳真或掃描

Email 至地區 RYE 辦事處以利核對。 

五、各費用補助及支出說明： 

（一）地區 RYE 委員：由各所屬扶輪社統一報名註冊、住宿及繳費    

 

（二）2012-2013 年度 Inbound：報名註冊費用由接待費用支出，住宿由地區 RYE
辦事處統一處理。 
（三）2013-2014 年度派遣學生：註冊費由地區 RYE 委員會支出，住宿費由學生
自行支出。                        
（四）Rotex 歸國學生統一由 Rotex學生會統一報名，請勿由各社報名。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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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區   總   監 ：林慶明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周信利 

※ 本活動為國際扶輪多地區共同活動，除了必須參加之人員需報名外，另將來

計劃讓子女參加RYE(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之社友可報名參加以瞭解RYE之內

容與交流方式！ 

地區年會分組討論分配表 

提案討論會：社長 Paul、秘書 Green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D.V.S.Blower、P.P.Hoist、P.P.Hardware 

行政管理組：P.P.Manpower、P.P.Case、P.P.Building、社長當選人 Spring、 

           社友 Andy 

扶輪基金組：C.P.Yico、社友 Archi、Jaysjinnet、Lawyer、Paper 

社員服務組：P.P.Plastics、P.P.Scuba、I.P.P.Valve、社友 House、 

            Importer、Service 

服務計畫組：社友 Absorber、David、Designer、Justin、Quba 

公共形象組：社友 Book、Land、Life、Media、Wine 

 



 
 
 

  例會事項報告      3 月 14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0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1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 席 率:…………91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ir、Bags、Cavin、Civil 
CNC、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LED、Quba、Trading、Valve、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bsorber、Archi、Bearing、BM、 
Chef、House、HPO、Land、Manpower、 
Scuba、Wine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Young            本社 
     D.S.Camera           本社 
     P.P.Torque        板橋扶輪社 
     陳怡霈 先生          本社 
     陳進川 先生          本社 
     田佳弘 先生          本社 
     廖宥善 先生          本社      

     阮永耀 先生          本社 

     林芳伃 小姐          本社 

     陳裕盛 先生          本社 

     沈信全 先生          本社 

     Chris 社友     土城山櫻扶輪社 

     黃志清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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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88832323232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分整，由社長 Paul 鳴鍾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uto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蒞臨貴賓：3490 地區總監 D.G.Young、3490 地區祕書長 

P.P.Camera 助理總監 A.G.Pauline、板橋扶輪社 P.P.Torque、土城山櫻扶輪社 
Chris 社友、台灣天書科技(股)公司 林芳伃小姐、鼎弘實業有限公司 陳世懷特助、
崴誠興業有限公司 陳進川負責人、全佑工程有限公司 阮永耀負責人、澳盛銀行 田
佳弘副董事、富宥開發 廖宥善負責人、穗廣實業社 陳裕勝負責人、觀皇企業社 沈
信全負責人、文勤實業有限公司 黃志清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D.V.S.Blower、Bed 社友、P.P.Thermo 社友夫人李素招小姐、Life 
     社友夫人蕭惠敏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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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00 元，由於紅箱累計金額以達本年度編列預算，因此往後例會紅箱不另收
取，但生日與結婚週年歡喜之社友紅箱仍可依個人意願自由認捐！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Paul 社長 5,000 2. D.G.Young 3,000 
3. A.G.Pauline 1,000 4. D.V.S.Blower 1,000 
5. C.P.Yico 2,000 6. P.P.Hardware 1,000 
7. P.P.PVC 1,000 8. P.P.Case 2,000 
9. P.P.Thermo 1,000 10. P.P.Jeff 1,000 
11. P.P.Building 1,000 12. 秘書 Green 1,000 
13. 社長當選人 Spring 1,000 14. 社友 Andy 1,000 
15. 社友 Barcode 1,000 16. 社友 Designer 1,000 
17. 社友 Life 1,000 18. 社友 Paper 1,000 
19. 社友 HPO 1,000 20. 社友 All Line 1,000 
21. 社友 Justin 1,000 22. 社友 Service 1,000 

小計：30,000元 
承上期：554,2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方欽瑩 Jaysjinnet社友  
講題：21世紀最具挑戰性的健康議題 
     -糖尿病 
現任：神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 總經理  
     帝寶生醫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學經歷： 
※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 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程 
※ 台灣大學財富管理高階班 
※ 南山高中資訊科教師   

下週節目~ 
適逢清明假期休會乙次 

 

產業先進健康加油講座 
日期：4月11日(星期四)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三樓 
      (新北市土城區三民路4號) 
講師：周清吉 醫師 
講題：快活 慢活 樂活的人生 
      ~認識心臟病 
程序：PM 1:00~1:30 註冊聯誼 
      PM 1:30~2:00 例會 
      PM 2:00~4:00 專題演講 
※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邀請來賓參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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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BankerBankerBankerBanker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44.04.10)(44.04.10)(44.04.10)(44.04.10)    

HHHHouseouseouseouse 社友夫人陳淑禎小姐社友夫人陳淑禎小姐社友夫人陳淑禎小姐社友夫人陳淑禎小姐

(62.04.10)(62.04.10)(62.04.10)(62.04.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