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 
扶輪青少年交換委員會(RYE)運作辦法 

一、 前言：土城中央扶輪社青少年交換活動，已經四年，運作方式一直處於
配合地區委員會主導模式，而扶輪青少年交換的主體是扶輪社，而非地
區委員會。為健全土城中央扶輪社日後運作遵循模式，特訂立本社青少
年交換委員會運作辦法。 

二、 目標：依本運作辦法，持續健全青少年交換各項活動與評比及傳承，以
使日後對本社青少年交換活動得以持續進行。 

三、 組織：依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組織辦法，設立委員會，由主委、副主
委、委員(IB 顧問、OB 家庭協調人、接待學校協調人、派遣協調人、接
待協調人)成員七人組成。 

四、 財務：由當年度社長、會計及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共同管理。 
五、 辦法： 

1. 委員會成立基金會：本年度派遣交換學生之社友家庭，以派遣學生數
為基準，每一學生 IOU 指定捐款 1萬元作回饋金名義予本社，作為運
作基金。 

2. 每一派遣學生家長，在確定派遣學生申請書送出同時，必須簽訂願意
接待交換學生(Inbound)總計時間為 14 個月之接待承諾書，及簽訂交
換學生(Inbound)來台期間，同意輪流擔任接待家庭之切結書，經委
員會複查確認後，始得送交社長、社長當選人簽名，送交地區 RYE
報名，經甄試合格通知為備取生後，應繳付 1.5 萬元接待預備金於委
員會，當履行接待交換總計時間達 14 個月之承諾完畢後，委員會則
無息退回接待預備金，未履行接待承諾者，則接待預備金轉為回饋金
不予退回。 

3. 接待期間，因故無法繼續接待(Inbound)滿 11 個月，經委員會協議認
定後，則須繳交不足月份每月兩萬元的回饋金予委員會，若確定需更
換其他接待家庭，其承接之接待家庭由委員會給付每個月 1萬 5千元
生活補助費。 

4. 清寒學生之交換須由本社理事會同意派遣及提撥經費，由本委員會全
權負責接待之指派。其接待家庭之費用由委員會給付每個月 1 萬 5
千元之生活補助費。 

5. 每一次接待家庭之交換，必須辦理一次聚會及交換家庭作業，其費用
由新接待家庭負擔之。 

6. 接待家庭之接待協調，及交換程序由委員會接待協調人負責處理之。 
7. 接待日期的計算方式：1~15 日以 0.5 個月計，16~31 日以 1 個月計。 
8. Inbound 交換學生的歡迎會及歡送會，由委員會負責辦理，其費用由  

扶輪社編列年度預算提撥，其參加人員除社長、RYE 委員會及學生免
付餐費外，其他社友或接待家庭成員欲參加者每人須付餐會的成員 5
佰元。(而歡迎及歡送會亦可利用社舉辦的爐邊會或旅遊時同時舉行) 

   9.  Outbound 交換學生的歡迎、歡送會由派遣家庭自行負責。 
六、 其他未盡事宜，得另行訂定之。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6 年 9 月 14 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617061 號  
附    件 ： 報名表及比賽辦法  
主    旨 ： 轉送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第五屆《2016-17》高爾夫球聯誼賽報 
            名表乙份， 請查照。  
說    明 ： 
一、 依據國際扶輪台灣總會－際扶台總三字第 094 號辦理。  
二、國際扶輪台灣總會舉辦第五屆《2016-17》高爾夫球聯誼賽，請各社社 
     友踴躍報 名，比賽資料如下：  
    1.比賽名稱：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第五屆《2016-17》高爾夫球聯誼賽  
    2.比賽場地：桃園高爾夫球場 
      地址: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悅華路 23 鄰 39 號  TEL:(03)480-3388   
    3.比賽日期：2016 年 11 月 10 日(星期四)  
      報到時間：上午 9:30-10:00 報到(逾時恕不受理)。  
    4.開球儀式：上午 10:00-10:10 於球場東區第一洞舉行。  
    5.開球時間：請參賽人員上午 10:10 依分配組別，搭球車前往各球洞 
      準備，上午 10:30 恭請理理事長楊敏盛 PDG Knife 與執行理事涂百洲 
      PDG OBS 鳴炮，全場 27 洞同時開球。  
    6.費   用：  
      a.擊球費：每位 NT$2,650 元(含球車費、桿弟費) 請自行至球場櫃檯 
        付款。  
      b.報名費：每位 NT$1,000 元(含餐費)  
    7.參賽資格：台灣七地區現職社友  
    8.報名截止日期：2016 年 10 月 7 日(逾期恕不受理)  
    9.收費辦法：  
      a.請以各社為單位採集中報名及預先繳報名費方式辦理。  
      b.各社於 10 月 7 日前，依報名人數統計費用，將報名費款項匯至： 
        戶名：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帳戶：土地銀行 板橋分行(銀行代碼：005)  
        帳號：050001227952  
      c.報名後報名費恕不退回，但比賽前 10 日可更改參賽人員名單。  
    10.報名方式：請將報名表 E-mail：info@rid3490.org.tw  
    11.為使比賽進行順暢，個人差點 36 以上者請勿報名。  
    12.附報名表、活動辦法各乙份（如附件一），敬請參酌。  
    13.比賽事務洽詢：副執行長 簡長茂 Golf D3500 桃園西區社，電話：  
       0937-961496 

地    區    總    監  : 謝木土 

地區高爾夫球委員會主委: 吳勝波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22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3 名         
缺席人數:…………26 名                     

    出 席 率:…………66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Alumi、Barcode、Book、 
Braht、Civil、Doctor、Fire、 
Jeff、Grind、Jerry、Machine、 
Manpower、Marble、Michael、 
Nicky、PinJer、Pro、Rick、Ricky、 
Sam、Steve、Tim、Wood、Whole、 
Yico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Trading、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David、Health、Jack、Jimmy、Land、 
Paul、Plastics、Printer、Risen、 
Stone、Valve、Hunte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Human & Gold         講師 
     Andrew 社長     三峽北大菁英社 
     Attack 秘書     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P.N.Michael    三峽北大菁英社 
     Avery、Amos、Lenny、Carol Chiang 

     House、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Kira 準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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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5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中央社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Ra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土城中央社 Human 社

友以及土城東區社 Gold 社友，期待他們今日帶來精彩的職業分享；接下來歡迎今
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社長 Andrew、秘書 Attack、C.P.Amy、P.N.Michael
社友 Avery、Lenny、Carol Chiang、Amos、House、Serina、準社友 Kira 以及本
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All Line 社友及夫人呂孟霞小姐、P.P.Chiang Ji 夫人劉淑伶小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Printer 社友與賴思寰夫人人結婚 17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永浴愛河！ 
 秘書報告由土城中央社 Life 代理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HPO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35,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Hardware 1,000 4. P.P.PVC 2,000 
5. P.P.Case 1,000 6.  P.P.Building 10,000 
7. P.P.Spring 1,000 8. P.P.Chiang Ji 1,000 
9. P.N.CNC 1,000 10. 社友 HPO 2,000 
11. 社友 Quba 1,000 12. 社友 Steve 111,000 

小計：135,000 
承上期：314,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葉倫會 老師 
講題：台北城的故事 
現任：大稻埕逍遙遊導覽義工 
學經歷：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畢業 
※海關博物館首任館長 
※台北市史蹟解說員聯誼會第5、6屆會 
  長 
※師大人文教育中心講師 
※台灣省城隍廟學術講座主持人 
※台北市立成功高級中學榮譽校友獎 
※3480 地區扶輪社慶祝扶輪社一百周 
  年傑出職業成就獎 
 

下週節目 
日期：10月06日(星期四) 
講師：Johnny社友 
講題：扶輪公益網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扶輪節能

盃自行車自我挑戰賽 
日期：10月2日(星期日) 
時間：上午6:00 
地點：土城國中操場 
 
新世代服務-土城國中扶輪少年
服務團授證交接典禮暨清寒獎學

金頒獎活動 
日期：10月18日(星期二) 
時間：上午9:30註冊 10:00開始 
地點：土城國中綜合教學大樓一樓 
☆請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踴躍參加！ 

                                                                                             社⻑：李富湧 Lawyer  秘書：蘇青海 Risen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P.P.PVC(41.10.01) 

Human 社友(75.10.01) 

Jimmy 社友(65.09.29) 

Doctor 社友夫人陳雅雯

(65.09.29)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P.P.Ball 社友與鄭月娥夫人 

結婚 39 週年紀念 

(66.10.02) 

PinJer 社友與莊秀芬夫人 

結婚 22 週年紀念 

(83.1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