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3年8月14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3091號  

主 旨  ： 強化“青少年服務計畫”的落實，2013-2014年度地區舉辦之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請貴社推薦優秀青年人選

報名，請查照。  

說 明  ：  

一.活動主題：參與扶輪，改變人生  

二.活動目的：召集具有領袖特質的優秀青年參加2天1夜訓練課程，增進青 

   年的領導及管理才能，培養其負責任、重榮譽之特質，為國家培育優質 

   菁英領袖，進而共同參與扶輪家庭，共同落實社區服務，特舉辦本活動。  

三.活動時間：2013年11月23～24日（星期六～日）  

四.活動地點：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五.參加對象：18-30歲優秀青年  

六.參加人數：1.由每社推薦4位優秀青年。若超過四人以上，每員再增加5000 

   元報名費。  

2.同時也歡迎各社社長及社友參加，名額50名。社友報名費每人5000元。  

七.報名方式：經由線上報名系統填寫報名資料（學員及社友）以及200字自 

   傳乙篇於2013-14 RYLA學員報名表 & 與會社友報名表 (請點選)或至地 

   區網站之最新消息中點選連結。另將2吋照片1張上傳至地區辦公室ftp 

   （ftp://1.34.95.201）使用方式附件 。  

八.報名日期：即日起至2013年9月10日止。如各社於報名截止日期未能提供 

   4名參加人選，則統一委由地區RYLA委員會遴選優秀的大專學生參加。請 

   盡量安排未參與過活動之優秀青年參加。  

九.活動經費：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新世代服務計畫”經費，由地區統籌辦理。  

十、繳款方式：2013201320132013年年年年9999月月月月10101010日前日前日前日前連同報名表將報名費用以匯款或開立支票 

   方式寄交總監辦事處。  

   戶名：吳維豐  

   銀行：彰化銀行新樹分行(銀行代碼009)  

   帳號：5456-51-808088-00  

   請將匯款單註明社名後傳真或e-mail至總監辦事處，以利核帳。  

十一、活動內容：  

1.專題演講：激發領導人特質，溝通技巧，潛能激發。  

2.新世代會議：扶輪知識雙向溝通。  

3.扶青團全程參與：帶領小組聯誼、創意表演、青春動感晚會。  

 

4.團隊創意表演：由自我提昇到超我，並體會到團結力量大的感受。  

5.共同活動：始業式、綜合座談、心得分享、創意晚會、結訓式。  

十二.活動獎勵:  

1.全程參加學員，頒發「扶輪青年領袖獎」榮譽狀一張 。  

2.遴選優秀青年領袖每組壹名，頒發「扶輪青年優秀領袖獎」獎品鼓勵。  

3.遴選團體前三名，頒發獎品，以資鼓勵。（評分：團體精神、學習精神、 

  團體秩序、節目創意、隊長領導，各２０分，總分１００分 ） 。  

十三．附則：  

1.參加學員請攜帶報到通知書，至指定地點準時報到，花蓮宜蘭地區備有專 

  車接送 詳報名表之交通方式。  

2.活動採集中住宿方式辦理（劍潭青年活動中心）  

3.參加學員報到時，自由穿著，並請攜帶換洗衣物，禦寒衣物，隨身物品， 

  相機及錄音設備（自由攜帶） 。  

4.房間人數：社友２人一間，學員及工作人員４人或６人一房間。  

5.活動報到通知書於活動前十天，由總監辦事處寄發。  

6.詳細的活動及注意事項等，會另行通知。  

十四．未盡明瞭事項，請洽詢：地區扶輪青年領袖獎主委王水泉PP Punch 

  （三重中央社）0928-267-733 

地 區 總 監 ： 吳維豐  

地區青少年領袖獎委員會主委: 王水泉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大豹溪救生隊 

 



 
 
 
  例會事項報告      8 月 2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1 名     
   出席人數:…………51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0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77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ndy、Archi、 
Barcode、Chef、Civil、CNC、 
Water、Wood、PinJer、Page、 
Rich、Aircon、Sam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anpower、Machine、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無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張佳美 小姐          講師 
     A.G.Tea         土城扶輪社 
     社長 Jasm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秘書 Susan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Paul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P.P.Apple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Chris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Fendi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Liz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Ranny      土城山櫻扶輪社 
     社友 Yuh        土城山櫻扶輪社 
     蔡舜賢 先生          本社 
     林裕翔 先生          本社   
     蘇清海 先生          本社 
     王振吉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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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 Spring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貴賓及友社社友：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Tea、土城山櫻扶輪

社 社長 Jasmine、秘書 Susan、P.P.Pauline、P.P.Apple、社友 Chris、Fendi、
Liz、Ranny、Yuh。 

◆ 聯誼活動由 Auto 聯誼主委主持:歡迎今日講師:CP 夫人張佳美小姐。接下來歡迎今
日蒞臨貴:陞萊科技有限公司 蔡舜賢經理、玉山銀行 王振吉經理、養生堂 林裕翔
經理、日生能科技有限公司 蘇清海總經理、與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doah 社友夫人林心潔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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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5,000 2. C.P.Yico 3,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PVC 1,000 
5. P.P.Plastics 1,000 6.  P.P.Ball 1,000 
7. P.P.Blower 1,000 8. P.P.Case 1,000 
9. P.P.Jeff 1,000 10. P.P.Thermo 2,000 
11. P.P.Valve 1,000 12. P.P.Building 1,000 
13. 秘書 Importer 1,000 14. I.P.P.Paul 2,000 
15. 社友 Green 1,000 16. 社長提名人 Chiang Ji 2,000 
17. 社友 LED 1,000 18. 社友 Land 1,000 
19. 社友 Media 3,000 20. 社友 All Line 1,000 
21. 社友 Whole 1,000 22. 社友 Roman 2,000 
23. 社友 Risen 2,000 24. 社友 Stanless 1,000 
25. 社友 Banker 2,000 26. Amy 姊 2,000 
27. 山櫻社來訪餐費 3,000    

小計：44,000 元 

承上期：204,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知名演員 高明偉先生 
講題：表演概論 
現任：祝福婚禮企劃公司總監、 
      高星活動公關公司總監 

學經歷： 
※ 實踐大學畢 
※ 文建會第一屆導演人才班畢業 
※ 1997 時報票選十大廣告明星 
  高明偉先生曾演出過電影狗蛋大
兵、絕地反擊、最新的作品是目前熱
映中的總鋪師；他在屏風表演班和其
他劇團也出演過多齣舞台劇，更與天
王劉德華、喜劇電影界第一把交椅周
星馳合作拍攝廣告，目前最新的電視
劇作品《天下女人心》中也擔任演出，
如此豐富的演藝經驗今日與我們來分
享！ 
 

下週節目 
日期：9月5日(星期四) 
講師：張英睿 院長 
講題：微整形美容簡介 

 

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第二次爐邊
會 中秋月光晚會暨自女金榜題

名活動 
日期：9月10日(星期二) PM 5: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 請社友們踴躍登記子女金榜題名， 
   本社將於晚會中予以表揚 

 

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小姐(67.09.02) 

James 社友夫人楊碧麗小姐(58.08.28) 

PinJer 社友夫人張秀芬小姐(60.08.30) 

All Line 社友與呂孟霞夫人 

結婚 14 週年紀念 

(88.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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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