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5 年 07 月 15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5085 號 

主 旨 ： 函請推薦青少年學生參加本地區2016-2017年度國際扶輪

青少年交換計畫（RYE），請查照。 

附 件 ： (如說明五) 

說 明 ：  

一、 國際扶輪青少年長期交換計畫及國際扶輪青少年長期獎助交換計畫

（Rotary Youth Exchange Program），是一項為了讓15 至18歲之青少

年有機會前往國外扶輪社所安排的家庭住宿一年，以家庭成員的身份共

同生活，並在當地高中就讀，除學習該國語言與文化外，藉由在異國的

實際生活，訓練學生的獨立自主能力，並瞭解當地的風俗民情；同時也

經由派遣學生的介紹，讓接待地區的人民得以更加認識台灣，增進兩地

區間雙向交流，促進國際瞭解與和平。 

二、 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為期2~6週，但必須由本地區扶輪社推

薦。 

三、 國際扶輪青少年身障交換計畫(身障生係屬個別配對，詳情申請辦法

及注意事項請洽本委員會諮詢。) 

四、 請 貴社推薦優秀的適齡學生（社友及非社友之子女皆可），參加本

項交換計畫。  

五、 隨函檢附申請辦法如下所列: 

    (一)2016-2017年度青少年長期交換派遣生申請辦法及注意事項。 

    (二)2016-2017年度青少年長期交換派遣獎助生申請辦法及注意事項。 

    (三)2016-2017年度青少年短期交換派遣生申請辦法及注意事項。 

六、    如要進一步瞭解本項交換計畫之意義與活動內容，請洽本地區青少 

    年交換委員會諮詢。 

    聯絡人：RYE執行秘書 葉竽陵（Amber）、陳妍靜（Y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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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與獎助生推薦亦同時開始
接受申請報名！ 

地       區      總     監：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 

青 少 年 交 換 委 員 會 主 委：耿耿耿耿  芬芬芬芬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收支決算表審查會議   7 月 16 日 
主席：江顯皎 前社長 

紀錄：陳陽春 社友 

出席理事：張茂蓮、陳春諒、陳啟洲、江顯皎、陳進川、陳陽春、彭國忠、 

          孟醒宇、郭垚芳、洪揚清、陳靖庸、阮建茂、蔡清泉、莊文聰、 

          吳聰海、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理事們審查第十八屆收支結餘 613,429元整，帳務資訊詳見十八 

        屆收支結餘平衡表，另本社將製作每位社友一份授證團體大合照及 

        相片錄影光碟，是否由十八屆收支結餘中支出後剩餘款項併入歷屆 

        結餘，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授證團體大合照及光碟每位社友製作一份的費用由十八屆結餘 

       支出後剩餘款項併入歷屆結餘。 

 



 

 
 
  例會事項報告      7 月 1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70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bsorber、Adoah、Agent、Aircon、 

Barcode、Bearing、Bed、Branding、 

Chef、Civil、CNC、Machine、 

Manpower、Media、Michael、Page、 

Pin Jer、Ricky、Sam、Tim、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Human、Jaysjinnet、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ndy、Banker、Whol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陳受祿 老師         講師 
     A.G.Lawyer        三峽扶輪社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曾克智 先生       Green 社友 
     葉瀚謙 先生       Land 社長 
     吳思緯 先生       Land 社長 
     李應眾 先生       Life 秘書 
     吳玉麟 伉儷      All Line 社友 
     黃英峰 先生       Land 社長 
     張永康 先生      All Line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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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59595954444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Risen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陳受祿 老師，

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Lawyer、D.V.S.Amy、三峽北大
菁英社 Serina 社友、今日佩章準社友上海商業銀行 曾克智資深經理、百鴻系統
科技有限公司 葉瀚謙經理、楊特企業有限公司 吳思緯副理、東眾公司 李應眾總
經理、裕昌工程有限公司 吳玉麟總經理伉儷、超峰家具館 黃英峰負責人、維庭市
內設計有限公司 張永康設計總監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LED 社友、Stanless 社友、Trading 社友夫人林杏霞小姐，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無 
� 秘書報告由本社 Life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3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Ball 1,000 
5. P.P.Plastics 1,000 6.  P.P.Case 1,000 
7. P.P.Thermo 2,000 8. P.P.Valve 1,000 
9. P.P.Paul 1,000 10. P.P.Spring 1,000 
11. IPP.Chiang Ji 1,000 12. P.N.Lawyer 1,000 
13. 秘書 Life 1,000 14. 社友 All Line 1,000 
15. 社友 Auto 1,000 16. 社友 Book 1,000 
17. 社友 Green 1,000 18. 社友 James 2,000 
19. 社友 LED 1,000 20. 社友 Risen 1,000 
21. 社友 Stanless 2,000 22. 社友 Trading 1,000 
23. 社友 Whole 2,000    

小計：30,000 元 

承上期：90,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李明惠 老師 
講題：金雞母理財法~ 
           即使不工作也有錢花 
現任：錢 Money雜誌講師、新北市中 
      和區婦幼關懷協會總幹事 
學經歷： 
※ 冠昱建設財務部副理 
※ 將捷公司財務主管 
※ 國際蘭馨交流協會台北市美倫會

秘書長 
§§§§    會後召開七月臨時理事會議會後召開七月臨時理事會議會後召開七月臨時理事會議會後召開七月臨時理事會議    §§§§    

    

下週節目~合併例會專題演講 
日期：8月1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9:00~12:00 
地點：新北市工商展覽中心二樓 
     (新北市五股工業區五權路1號) 
講師：呂捷 老師  
講題：歷史與人文素養 
※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登記參加，並歡
迎邀請來賓一起來場知識饗宴！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大

豹溪救生隊救生設備 
日期：7月25日(星期六) AM 09:30 
地點：北城游泳池 
     (土城區中華路150號)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土城三
鶯分隊清寒學子泳訓班經費 

日期：7月27日(星期一) AM 8:30 
地點：北大游泳池 
     (三峽區復興路237巷1號) 
※歡迎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社長：孟醒宇 Land  秘書：郭垚芳 Life  糾察主委：蔡舜賢 James  社刊主委：蕭高旭 Bicycle 
<<<<<<<<    祝祝祝祝福福福福您您您您們們們們    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生日快樂    >>>>>>>>    
I.P.P.Chiang Ji(42.07.15)  

Jaysjinnet 社友(56.07.25) 

Wine 社友夫人汪如男小姐(49.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