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2015-2016年度各長期推薦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6 年 03 月 29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6063 號  

主    旨  ： 函告 貴社 2016-2017 年度長期推薦派遣學生初步國家分派

通知，請查照。 

說    明  ：  

一、 貴社參加 2016-2017 年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青少年交換(RYE)，

Outbound 學生初步國家分派通知如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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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待地區須待地區須待地區須待地區

收到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收到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收到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收到國外接待地區核准文件後方能成為正式錄取，，，，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並成為該接待國家

Inbound學生學生學生學生。。。。 

 

學生姓名 分派國家 學生姓名 分派國家 

呂學旻 巴西 劉庭瑋 日本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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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聯絡人：RYE 執行秘書 陳婉瑩（Paula）、詹良慧（M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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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總總總總        監監監監    ：：：：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耿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耿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耿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耿    芬芬芬芬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6年3月30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6064號  

主    旨 ：  函知 台南“206地震”捐款賑災停止募款，請查照。  

說    明 ：  

一、 此次台南地震募款賑災，感謝各社在第一時間發動募款，發揮扶輪人同

胞鄉土大愛精神，令人感佩。但是因受災等有關單位表示援款已超出，

且希望外界不必再續籌款。所以地區也與全台各扶輪地區統一歩驟，而

目前所收款項則以回歸原捐款人為原則。 

 

地地地地        區區區區        總總總總        監監監監    ：：：：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邱添木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三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3 月 31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黃鼎發 林裕翔 蔡舜賢 孟醒宇 李富湧 張立群 郭垚芳  

          阮建茂 呂理論 蘇清海 蔡木春 葉萌昌 周弘章 

 
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將針對土城區域附近四所國小(土城國小、頂埔國小、安和國 

        小、介壽國小)清寒學童舉辦愛心眼鏡配送活動，將各校提出需要 

        配鏡的清寒學童約 200 個名額，提供驗光及佩戴適合眼鏡一付，費 

        用由本社負擔 550 及眼鏡公會補助 250元，預計於五月中旬開始這 

        項社區服務，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目前各校提供需要配愛心眼鏡學童名單約一百位，另增加土城地區 

        清水國小加入本活動，清水國小相關事宜接洽由 Risen社友負責， 

        活動日程及程序由 Nikon社友與眼鏡公會討論安排後執行本向社 

        區服務。 

第二案：本社預訂於 4 月 28日第 995次例會舉行移地例會，於板橋秀泰影 

        城舉行電影欣賞『我們的那時此刻』，並邀請楊力州導演蒞臨分享， 

        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二、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03 月 31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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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名         
缺席人數:…………32 名                     

    出 席 率:…………68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gent、Anderson、Bill、Branding、 
Chef、Civil、Enter、Fire、Gold、 
Grind、Importer、Jack、Jeff、 
Jerry、Look、Manpower、 
Michael、Nick、Nicky、Ocean、 
Pin Jer、Pro、Rick、Ricky、Sam、 
Sean、Stanless、Steven、Stone、 
Tile、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bert、Machine、Ro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ll Line、Alex、Alumi、Andy、 
Auto、Banker、Barcode、Blower、 
Chiang Ji、Connector、David、 
Doctor、Gary、Marble、Move、Page、 
Ray、Scuba、Service、Travel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楊士進 老師         講師 
     A.G.Lawyer        三峽扶輪社  
     D.V.S.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蕭錫座 先生       P.P.Paul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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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9999999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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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誼活動由本社 Jaysjinnet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楊士

進 老師，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A.G.Lawyer、D.V.S.Amy、三峽北大菁英扶輪
社 Serina 社友及今日來賓：準社友~金德恩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林建德總經理伉儷
及傑誠工程有限公司 陳瑞光總經理、合信蔘藥食品有限公司 蕭錫座負責人及本社
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acky 社友、Jeff 社友夫人洪玲秀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Stanless 社友與潘素文夫人結婚 17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相親相愛、

甜甜蜜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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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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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 1,000 4. P.P.Valve 1,000 
5. P.P.Paul 1,000 6.  P.P.Spring 1,000 
7. P.E.Lawyer 1,000 8. 秘書 Life 1,000 
9. 社友 Green 1,000 10. 社友 Tim 1,000 

小計：13,000 
承上期：578,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范玉玲 老師 
講題：如何擁有個人形象魅力 
現任：Taipei 101 Ceo個人形象禮儀    
      課程擔任創辦人 
學經歷： 
※  植村秀專業彩妝師   
※  真雅家具裝潢公司-專案經理  
※  台灣瑞華仕公司-Sales 
Director 

※  捷年集團-總裁特助/公關客服
部協理  

※  威海市台商投資企業協會-會
長特助  

※  台灣國際觀光度假區發展研究
協會-副總幹事  

※  菲夢絲美容集團-禮賓部襄理  
※  台北國際禮儀協會籌備處-總
幹事  

※  新住民雜誌-公關顧問  
※  公信社會企業-公益行銷總監  
※ Taipei 101 私人形象美學顧問 
※ 聯合報系、IBSPA台灣賽仕博、
IBSPA女人會形象總監暨個人形象
禮儀課程講師 

下週節目 
日期：4月14日(星期四) 
講師：D.V.S.Amy  
講題：工作計畫書 
◎ 會後召開四月份理事會議，請理事
們留步開會！ 

扶輪慈善歌唱比賽準決賽 
日期：4月10日(星期日) 
時間：下午6:00開始比賽 
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大禮堂 
本社參加決賽人員：Andy社友 
※ 請共襄盛舉一同來為 Andy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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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Nicky 社友(71.04.10) 

Stone 社友(62.04.09) 

P.E.Lawyer 夫人羅文汝小姐(45.04.13) 

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祝福您們結婚週年結婚週年結婚週年結婚週年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Importer 社友與廖云妤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87.04.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