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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月23日(三) 972次例會(B1牡丹廳)
  ◎2016-17RYE姜之怡、戴劭哲歸國報告
    2017-18RYE姜之婷行前報告
  ◎8月理事會

2.8月30日(三) 973次例會與職業參訪合併
  地點:固緯電子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興路7之1號
  流程: 12:15一樓大廳集合 
        12:30員工餐廳用餐
        13:00例會暨公司簡報.參觀工廠
        14:30結束

3.9月6日(三) 974次例會(1F田園)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4.9月13日(三) 975次例會與換帖社
  〜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 9月13B4(三)6:00報到  6:30開會
  地點: 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 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5.第四分區第一次六社聯合例會
  主辦社:永和社
  日期：9月29日(五) 晚上17:30
  地點：儷宴美食館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53號2樓）

  
                
106年8月9日 第970次例會
社員: 42人  出席: 31 人 出國:4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1 人 
缺席:  Alumi、Ichilong、Eason、
       Color、Steel
出席率: 88%

【 上週出席統計  】 ～～
◎雙和隊 
  時間: 8月17日(四)中午12:30集合、
        13:00開球
  地點: 長庚球場
  

今⽇主題 : 新社友⾃我介紹

參加台北世界大學運動會8/12妝遊踩街嘉年華活動
◎RYE接送機時間
 1.RYE法國交換學生Edgar  SANSON  抵台。
    8/22(二)06:30/長榮航空BR-88/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2.RYE義大利交換學生Anstasia DILEO 抵台。
    8/23(三)13:40/義航AZ-7680/
    桃園機場第一航廈

 3.姜之婷同學參加RYE長期交換前往法國。
    8/28(一)23:40/長榮航空BR-87/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RYE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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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日期：10月7日（週六）14:30〜18:30
報名日期：即日起(2017年9月10日止)
活動地點：大佳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報名費： *21K   800元+晶片100元
            *10K   700元+晶片100元
            *5K     500元
            *拉力團體組(10K/6人) 
             3800元+晶片600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以上歡迎有空社友、寶眷前往接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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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箱捐款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地區來函照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社友園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謝秉辰 House社友

2017/08/09

��� 事由 金額

Computer 歡迎黑幼龍老師蒞社演講及3位來賓 3,000

 參加例會。  

FrankSung 歡迎湯皓智先生參加例會。 1,000

King 歡喜和新生社合併例會。 1,000

Lloyds 歡喜見到社友。 1,000

Land 歡喜和新生社共同例會，歡迎黑幼龍老 1,000

 師蒞社演講。  

Richer 歡迎三位來賓，希望入社。 1,000

Steve 歡喜與新生扶輪社共同例會。 1,000

Stainless 歡喜來去登玉山。 1,000

White 歡喜與新生社共同例會。 1,000

趙懷琮 (House來賓)高興參加永東社例會。 1,000

小計

 

 

合計

12,000

指定捐款                                110,000

一般捐款                                  85,000

195,000

◎第九分區暨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0-18 歲失依兒少安置計畫』活動  
時間：8月27日(日)下午 3:00
地點：台北市政府大樓親子劇場

◎第四分區聯合社區服務〜永平中學反毒
時間：8月30日(三)上午8:00〜10:00 
地點：新北市立永平高級中學3樓體育館

◎宜蘭西區社兄弟社聯合社區服務〜
  『第五屆繪繪祖孫情 處處有溫情』
時間：8月27日(日) 9:00-11:00 
地點：宜蘭國中視聽教室(或體育館)

社區服務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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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地區策略計劃委員會實務講習
時間:8月26日(六)上午8:20–12:00
地點:台北社企大樓
地址:台北市八德路2段174巷28號
出席:Computer、Richer、Land。

◎新社員教育講習會
時間:9月9日(星期六)上午8:00-12:00
地點:台北市圓山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註冊費：社友每人NT$ 500元
出席:Eden、Bank、Eason、House、
     Ichilang。

受 文 者：本地區扶輪社社長、秘書、青少年交換委員會主委
主旨：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2018-19年度長期、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由
說明：
一、國際扶輪34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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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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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3481.org →
    (RYE) → RYE』 『 派遣申請』中查詢相關細節。
 
三、 報名方式
1.請詳閱2018-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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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少年交換委員http://www.ri3481.org →
  會 』 『 派遣申請』 見『 申請辦法』項目(RYE) → RYE →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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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附上兩吋學生照兩張，最近二年在學成績單一份(成績單上須註
      明學生出缺勤紀錄、導師評語和學校關防)、托福測驗成績單以及體檢表一份，
      以上文件均為正本。
  (3) 最近3個月內之全戶戶籍謄本一份(須包含派遣學生及父母或法定監護人)。
  (4) 接待家庭預定表(含接待家庭接待外國學生房間照片)。
  (5) 申請案需經派遣扶輪社理事會同意，報名程序請參照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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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社辦事處，
         須經由推薦社先行甄試後，再將甄試報告、理事會同意函連同中文申請書掛
         號郵寄至『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B.另請將填寫完成之中文申請書電子檔(非掃描檔)Email到本地區青少年交換委
         員會信箱。
  (6) 『國際扶輪3481地區青少年交換委員會』辦事處
       D3481地區網站：http://www.rid3481.org/
       地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寶慶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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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Email到以下信箱
       D3481地區E-Mail：rid3481rye@gmail.com
       【註】申請者只能選擇長期交換或短期交換其中一項報名，請自留備份，重覆
       申請恕不受理。

四、 隨函附件:
     附件一：2018-19年度長期交換派遣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二：2018-19年度短期派遣交換學生申請辦法
     附件三：2018-19年度派遣學生托福考試辦法(托福考試將納入甄試成績)
     附件四：TOEFL ITP網路報名步驟
     附件五：2018-19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長期交換計畫中文申請書
     附件六：2018-19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短期交換計畫中文申請書
     附件七：2018-19年度交換派遣學生甄試評分標準
 
五、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17-18年度
 總  監洪振攀DG J.P.
 青少年服務主委黃政枝PP Vincent
 青少年交換主委林仁祥PP Print

~~~~~~~~~~~~~~~~~~~~~~~~~~
3481地區資訊：

8/9 黑幼龍老師精彩演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