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容飯店(台北市建國南路⼀段266號)

RID.  3480

社⻑: 周佑⺠Steve   社⻑當選⼈: 姜幸麟Computer   秘書: 宋明超FrankSung  會計: 柯⾦⽔Stainless

節⽬: 李榮周Watt     聯誼: 許慶賢Jeff                             糾察: 王國權Hummer      社刊: 許慶德Chester

                
105年08月10日 第921次例會(出席率:90%)
社員: 39人  出席: 29 人  出國: 2 人
免記:  5人  補出席: 2人 
缺席: Alumi、Jumbo、Light、Jack。

【 上週出席統計  】

1.8月24日(三) 923例會變更如下:
  ◎與換帖社-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8月24日(三)下午6:00
    地點:福容飯店B1牡丹廳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2.扶輪高峰論壇
  時間: 8月27日(星期六) 08:30~12:20 
  地點: 台灣金融研訓院菁業堂
  地址: 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62號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3.8月31日(三) 924例會
  ◎社務討論會暨第一次拍賣會
    ※敬請社友踴躍提供拍賣品。

4.第一次登山會訊息
  時間 : 9月3~4日
  地點 : 司馬庫斯

5.9月7日(三) 925例會
  ◎專題演講:講題聯絡中
    主獎人:程聖民PP.Frank(永和社前社長)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今⽇主題：     主講⼈: 江俊盈 (雙和社PP Cobra)認識台灣扶輪公益網

2016-2017年度   第⼗九卷   第 7期     第922次例會       中華⺠國105年8⽉17⽇(星期三)

學歷:
中山醫學大學牙醫學士

經歷:
2014-15 雙和社社長
2015-16 RI3480地區 RYE 委員
         根除小兒麻痺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赴亞太馬尼拉研習會委員
        扶輪基金研習會及CTTS委員

現職:
2016-17 總監月刊委員會主委
         扶輪公益委員會副主委
         地區赴亞太曼谷研習會副執行長
          RYE委員資深人力資源委員會委員

社務活動預告

1.秋季旅遊訂於10月22~23日，地點:苗栗
  ，詳細行程近期公告。

2.訪問日本姐妹社及鬼恕川、輕井澤賞楓
  之旅訂於11月8~12日，敬請社友、寶眷
  踴躍參加。 

3.第二屆國際台灣公益路跑
  時間: 10/30(日)上午6:30
  地點: 大佳河濱公園
  報名如下，請準時出席。
  ＊21K組: Computer。
  ＊10K組: Ray，周景元。
  ＊5K組:
    李穎梅、蔡元昊、Tour、彭語彤、
    Fred、唐哲成、Kevin、One、
    Color、劉昱伶、Steve、張瑞招
    Eric、劉亭序、Watt、江金蘭、
    章勛君、姜之婷、姜之浩、RYE Helric

4.為利正確統計出席率及全勤獎，社友
  例會缺席，若遇出國請告知Sandy ，
  至友社補出席只能以兩週內補計完成。

～～
◎雙和隊8月球敘 
時間: 8月18日(四)上午11:30開球
地點: 桃園球場

第六分區訊息

時間：8月31日(三)上午9:00~11:00
地點：鶴齡活動中心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廟美街 6 巷 3 號
經費：每社5,000元(永和社主辦)

◎聯合社區服務~ 老人知識教育計畫

~~~~~~~~~~~~~~~~~~~~~~~~~~

~~~~~~~~~~~~~~~~~~~~~~~~~~

簡逢均Jesson社友喜獲麟兒。

恭賀~~

秋季旅遊場地探勘

參加光仁中學啟智班成果發表會

參加RYE青少年長期派遣學生歸國報告

參加光仁中學啟智班成果發表會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九屆社刊

~~~~~~~~~~~~~~~~~~~~~~~~~~~~~~~~~~~~~~~~~~~~~~~~~~~~~~~~~

社  友  園  地~~~

~~~~~~~~~~~~~~~~~~~~~~~~~~~~~~~~~~~~~~~~~~~~~~~~~~~~~~~~~

地區來函照登 紅箱捐款統計                    105.08.10卓炳樂Peter前社長

受文者：本地區扶輪社社長、秘書、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各合作接待學校
主旨:國際扶輪3480地區青少年交換2017~18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事由
說明:
一、國際扶輪3480地區青少年長期交換計劃，目的在於培養青少年之國際觀及獨立人
    格，透過與各國扶輪接待家庭共同生活，除學習該國語言外，亦可藉由實際體驗
    接待國的風俗習慣與文化民情，進而促進國際瞭解與親善。

二、2017~18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及程序請參考附件說明，或至本地
    區網站  ，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員會(http://www.ri3480.org
    RYE)』→『RYE派遣申請』中查詢相關細節。

三、報名方式
1.請詳閱2017~18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請至本地區網址 點選『青少年服務』→『青少年交換委http://www.ri3480.org 
  員會(RYE)』→『RYE派遣申請』→見『4-2申請辦法』項目
2.準備文件如下：
  (1)下載『中文申請書』表格 － 見『4-3申請書』項目
  (2)『中文申請書』須附上申請者兩吋照片兩張、在學成績單（最近二年）、托福測
      驗成績單、及體檢表正本各一份。
  (3)全戶戶籍謄本一份(近3個月)
  (4)接待家庭預定表
  (5)依RI規定:推薦社與本地區合作高中(職)所推薦之申請者，須經由推薦社與推薦學
     校先行甄選面談，並將面談報告隨同申請書向地區推薦。
※(6)申請案需經派遣扶輪社理事會同意，報名程序請參照以下A、B兩種方式：
      A.由本地區扶輪社推薦之申請者：請將中文申請書正本一份送交各推薦社辦事處
        ；再由推薦社連同理事會推薦函以及甄試報告一起轉送至『國際扶輪3480地區
        青少年交換委員會』。另外請將中文申請書原始電子檔mail到國際扶輪3480地
        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B.其他單位推薦之申請者：每校限推薦一名學生，並請將中文申請書正本與學校
         甄試報告各一份直接送到：
        『國際扶輪3480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 
         地址：100 台北市寶慶路67號4樓
         電話：(02)2370-3322  2370-0055   傳真：(02)2370-7776
         中文申請書原始電子檔mail到以下信箱E-Mail：  r3480yep@ms78.hinet.net
     【註】1.申請者只能選擇其中一項報名，恕不接受重覆申請。
           2. 資料不全恕不受理

四、隨函附件:
附件一、2016~17年度長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二、2016~17年度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三、國際扶輪3480地區交換學生托福考試辦法(托福考試將納入甄試成績)
附件四：國際扶輪3480地區：TOEFL ITP網路報名步驟
附件五、2016-17年度青少年長期交換中文申請書
附件六、2016-17年度青少年短期交換中文申請書
附件七、2016-17年度派遣學生甄試評分標準

五、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三四八O地區2016~17年度
                                          總  監          廖文達DG. Kevin
                                          青少年服務主委 吳清石PP. Strong
                                          青少年交換主委 黃建旺PP. Mike

��� 事由 金額

Chester 歡迎我好朋友黃鼎殷醫生蒞臨演講。 1,000

Color 歡喜寫IOU就好！手快好！ 1,000

Computer 指定捐款-萬華老人年終尾牙。 10,000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10,000

Diamond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Eden 指定捐款-愛維養護中心八八節活動。 10,000

Jacky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Jeff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Land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Lloyds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One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Ray 好久沒看到各位了。 1,000

Richer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Stainless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Steel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10,000

 指定捐款-萬華老人年終尾牙。 10,000

Steve 為奧運中華健兒加油。 2,000

Tour 歡喜老婆參加例會。 1,000

Watt 指定捐款-愛維床單被套更新計劃。 5,000

小計

承上期

 

合計

101,000

指定捐款                                                  160,000

一般捐款                                                   95,000

356,000

◎RYE接送機時間
 1.姜之怡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德國。
    8/19(五)23:30/阿聯酋航EK0367/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2.RYE法國交換學生HELRIC HUAULME抵台。
    8/22(一)14:45/荷航KL 807/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接待家庭: Computer 

 3.戴劭哲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義大利。
    8/25(四)21:10/國泰航空CX5483/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RYE訊息

扶 輪 知 識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