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國中扶輪青年扶少團交接暨清寒獎學金活動 
日期:107/10/26 地點: 土城國中綜合大樓 4樓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8 年 11月 2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 201819050號  

主    旨 ： 函邀 各扶輪社社友、接待與派遣家長、青少年交換學生踴躍報名參加 

            國際扶輪 RYEMT2019 年度第十一屆年會，請 查照。 

說    明 ： 
一、由國際扶輪 3461、3462、3470、3490、3510地區所組成的扶輪青少年交換多地
區組織「財團法人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將於 2019年 3月 30、31日招
開第十一屆年會。希望藉此將各地區 RYE經驗相互交流及傳承，讓青少年交換計畫在
台灣之發展更加穩健踏實。 
二、「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教育基金會第十一屆年會」時間及地點如下: 
    時間:2019年 3月 30、31(星期六、日) 
    地點:新北市政府 多功能集會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三、應參加人員: 
    (一)2018-19年度接待扶輪社:社長、社內 RYE主委、顧問、各 Inbound學生及製 
少一名接待家長。 
    (二)2018-19年度推薦扶輪社暨 2019-20年度接待扶輪社：2019-20社長、2019-20
年度社內 RYE委員會人員(含 RYE主委、顧問) 、合格備取生及至少一名家長。此次
活動 2018-19年度合格備取生第四次訓練，故學生及家長皆須參加，出席情況將會列
入學生成績考核。 
    (三)地區 RYE委員及顧問應全數餐加，請統一向所屬扶輪社報名。歡迎各分區助
理總監、地區副秘書、各社社長及社長當選人、 
對青少年交換相關議題有興趣之扶輪社友、家長及學生踴躍報名。 
四、隨函檢附本次年會報名表， 
   (一)請於 11月 20日(二)前填寫報名表 https://reurl.cc/YWnbl 
   (二)請各社收到 RYE委員會報名費確認表及對帳單後，於 12月 20日(星期四)前，
將款項匯入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專戶。 
五、個費用補助及支出說明:會議註冊費 1200元 
   (一)地區 RYE委員及顧問:自費，由所屬扶輪社統一報名及繳費。 
   (二)2018-19年度 Inbound學生:註冊費由各社之交代費用支出。 
   (三)2018-19年度合格備取生:註冊費由地區 RYE委員會支出，住宿費用學生自付。 
   (四)Rotex歸國學生(工作人員):統一由 Rotex學生會報名，請勿由各社報名。 
 

【聯合活動】 

新北市四七分區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5 日(星期日)上午 8:30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08:30-09:00  集合領取物品 

09:00-11:30  登山 

11:30-13:50  用餐(麗宴廳 B1) 

14:00       解散 

【職業參訪】 
參觀家扶中心.公益捐款暨 DIY 唇膏活動 

日期:12 月 01 日 

(星期六)上午 9:00-12:00 

地點:鶯歌家扶服務處(鶯歌區建國路 280之 2號) 

 

1.) 參訪家扶中心-認識及參觀。 

2.) 捐贈家扶中心公益款項。 

3.) 製作一個唇膏一個幸福-扶助弱勢孩子。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Braht 社友 (11.09) 

Look 社友(11.09) 

Accountant 社友(11.12) 

C.P. Yico 夫人張佳美女士(11.14) 

P.P. Spring 夫人褚阿杏女士(11.10)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 Valve 與夫人郭淑珍結婚 38 週年 

Banker 社友與夫人夏慧雯結婚 17 週年 

Jaysjinnet 社友與夫人鄭雲雲結婚 24 週年 

https://reurl.cc/YWnbl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0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63 名     

出席人數:…………3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5 名         

缺席人數:…………22 名         

出 席 率:…………65 %        

二、 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l Line、Alex、Andy、Arch、Auto、 

Bracode、Chiang Ji、Chris、Civil、 

CK、Green、Ginseng、Jaysjinnet、 

Jerry、Jimmy、Life、Look、 

Machine、Page、Paul、Printer、 

Risen 

三、 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Tile 

四、 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 補出席  

Alumi、Fire、Human、Ironman、 

Trading 

六、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朱偉仁                講師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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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1125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Design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Stone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朱偉仁 執行長；接下

來歡迎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James 社友，祝福您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無  

 秘書報告由本社 Panray 代理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 Import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8,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姓  名 金額 

1. 社長 Designer 3,000 2. C.P. Yico 2,000 3. P.P. Hardware 1,000 

4. P.P. Valve 1,000 5. 社友 Braht 1,000 6. 社友 HPO 1,000 

7. 社友 Jason 1,000 8. 社友 James 1,000 9. 社友 Quba 6,000 

10. 社友 Ray 1,000       

小計：18,000 元 
承上期：330,550 元 

 

本週節目 

日期：11 月 08 日(星期四) 

講師：P.P. Spring 

講題：人生如戲 愛拚才會贏 

＊ 現任：青松創意有限公司 董事長 

＊ 扶輪經歷: 

2008-2009 年度 入社 

2009-2010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2010-2011 年度 秘書 

2011-2012 年度 社員委員會主委 

2012-2013 年度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2013-2014 年度 社長 

2014-2015 年度 社長代理人、高爾夫球委員     

              主委 

2015-2016 年度 顧問理事、主委 

2016-2017 年度 公共形象主委 

2017-2018 年度 社區發展委員會主委 

2018-2019 年度 服務夥伴委員會主委 

★會後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 

 

下週節目~秋季旅遊 

綠世界生態尋奇.擂茶製作.內灣老街.劉興欽博物

館知性一日遊 

日期：11 月 17 日(星期六) 

 

                                                                                      社長：陳陽春 Designer  秘書：蔡東樺 Human  糾察主委：彭國忠 Importer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三 峽 扶 輪 社 簡 介 
＊臨時社成立日期：1998年 5月 13日     ＊現任社長：蔡崑山 Sam 
＊R. I. 授證日期：1998年 6月 10日     ＊現任秘書：張文瑞 Chef 

＊輔    導    社：土城扶輪社          ＊現有社員人數：52人 
＊褓          姆：陳瑞成 P.P.Top      ＊曾 輔 導：大漢溪扶輪社 
＊輔  導  主  委：李詩宗 P.P.Owan                 土城國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輔導時輔導社長：李詩宗 P.P.Owan                 明德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兄    弟    社：玉里扶輪社                      玉里高中扶輪少年服務團 
＊友    好    社：日本郡山北扶輪社                三角湧扶輪青年服務團 
＊例  會  時  間：每星期五中午 12：30~14：00 
＊例  會  地  點：新北市三峽區中華路 22號 3樓之 1 
＊網          址：http://www.rotarysh.org.tw 

＊電  子  信  箱：rotarysh@ms64.hinet.net 

http://www.rotarysh.org.tw/
mailto:rotarysh@ms64.hinet.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