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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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城中央社 

發文日期 ：  2013 年 11 月 20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3128 號  

主 旨 ：  
函告 貴社 2014-2015 年度長期推薦派遣學生合格備取通知

及開訓典禮，請查照。  

附 件 ：  
2014~2015 年度合格備取學生開訓典禮暨第一次講習會議

程、交通資訊及 Long-Term Program Application 英文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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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甄選面試結果如下。惟評選合格備取者惟評選合格備取者惟評選合格備取者惟評選合格備取者，，，，須待地區收到須待地區收到須待地區收到須待地區收到

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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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姓名 評選結果 

阮聖豪阮聖豪阮聖豪阮聖豪 合格備取 劉書宏劉書宏劉書宏劉書宏 合格備取 蔡宛穎蔡宛穎蔡宛穎蔡宛穎 合格備取 

二、講習日期：2013 年 12 月 1 日(星期日) 

  報到時間：8:30 報到；9:00~17:00 開訓典禮暨講習會 

  報到地點：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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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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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 2015 年 9 月】 

（三）三個月內二吋彩色大頭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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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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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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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分作為培訓期間（2013 年 12 月~2014 年 6 月），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習及家長配合度評核學習及家長配合度評核學習及家長配合度評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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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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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台幣十七萬元整十七萬元整十七萬元整十七萬元整 

  費用包含合格備取生各項訓練講習會、3490 地區 RYE 行政費用、國際

扶輪青少年教育基金會(RYEMT)行政費用等。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2013年年年年 12月月月月 13日日日日

（（（（週週週週五五五五））））前以匯款方式繳清前以匯款方式繳清前以匯款方式繳清前以匯款方式繳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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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 E-mail 至地

區 RYE 辦事處，專戶資訊如下： 

戶名：吳維豐陳明理陳定誠【此帳戶為三人聯名戶】 

  銀行：板信商業銀行   營業部 

  帳號：0659-5-00-558559-0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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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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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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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 少 年 交 換 委 員 會 主 委：陳明理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2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3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19 名                     

    出 席 率:…………73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Barcode、Bearing、Chef、 

Civil、CNC、Jeff、Machine、 

Manpower、Water、Wood、PinJer、 

Whole、Sam、Aircon、Benjamin、 

Money、Printer、Ricky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edia、Tim、Justin、All Line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uto、Paper、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莊淇銘                講師 

     阮加恩 Jonas    RYEInbound 學生 

     孟思齊 Marco    RYEInbound 學生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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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86868686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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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淇銘老師，接下來
歡迎今日蒞臨貴賓：RYE交換學生 Marco、Jonas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Accountant社友夫人黃寶珍小姐、Book社友夫人周清容小姐、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小姐、LED社友夫人郭佩玲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結婚 53週年紀念、Book社友與周清容夫 
     人結婚 35 週年紀念、Chef社友與林杜素琴夫人結婚 36週年紀念、Roman社友與 
     林芳伃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Ric 社友與楊蕾夫人結婚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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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Spring 3,000 2. P.P.Case 1,000 
3. P.P.Thermo 

T 
1,000 4. P.P.Valve 1,000 

5. I.P.P.Paul 1,000 6.  社長提名人 ChiangJi 1,000 
7. 秘書 Importer 1,000 8. 社友 Accountant 1,000 
9. 社友 Andy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LED 4,000 12. 社友 Roman 1,000 

小計：17,000 元 

承上期：397,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陳春諒All Line社友 
講題：台灣房地產未來的趨勢 
現任：東森房屋新北市新府分會 會長 
     佳榮泰國際 總經理 
學經歷： 
※ 省立嘉義高中畢業 
※ 新北市義勇大隊 顧問 
※ 新北市退休警務人員協會 副團長 
※ 新北市土城分局警友會 顧問 
※ 東森房屋土城板橋區七家加盟店 
店東 

※ 佳榮泰國際實業 負責人 
※ 佳榮泰建設開發 負責人 
※ 擁有大陸執業資格證照： 
房地產經紀人、房地產估價師、企
業培訓師、人力資源師、心理諮詢
師、項目管理師 

下週節目~常年大會 
日期：12月 5日(星期四) 
第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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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signer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4. 第十八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二手物資捐贈注意事項 
本次二手物資捐贈兩個單位：愛立發
展中心及光仁二手商店，請於 12 月
20日(星期五)前統一收集至社館，感
謝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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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P.P.Case(41.12.08) 

P.P.Building(35.12.10) 

Chef 社友(47.12.06) 

HPO 社友(40.12.10) 

Service 社友(60.11.15) 

Sam 社友(52.12.10) 

 

祝福您們 結婚週年快樂 

Auto社友與葉淑嫈夫人結婚5週年紀念 

(97.12.07) 

Wood社友與張瓊方夫人結婚7週年紀念 

(95.12.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