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理事、委員會組織表 
理  事  會: 孟醒宇、郭垚芳、張茂蓮、陳春諒、林建宏、黃鼎發、江顯皎、 

           林裕翔、蔡舜賢、李富湧、張立群、阮建茂、呂理論、蘇清海、 

           蔡木春、葉萌昌、周弘章 

社長:孟醒宇                       祕書:郭垚芳 

會計:張茂蓮                       糾察:蔡舜賢 

社長提名人:李富湧                 社長代理人:江顯皎 

顧問理事:蔡木春                   顧問主委:蔡木春 

社員委員會:阮建茂               

1.職業分類委員會: 江謝瑞          2.職業分類委員會副主委：鄭定濂  

3.社員委員會副主委: 洪祥義        4.社員委員會: 蕭高旭 

5.社員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莊文聰    6.扶輪知識: 李清崑 

服務計劃委員會:周弘章            

1.社區發展委員會: 周弘章         2.社區發展委員會副主委：彭國忠 

3.社區發展委員會副主委: 葉吉原   4.社區服務委員會：陳啟洲 

5.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鄭其發  6.環境保護委員會: 林金結 

7.環境保護委員會副主委：施丞修  8.人類發展委員會:李富湧           

9.人類發展委員會副主委：陳威達  10.國際服務委員會:陳春諒          

11.國際服務委員會副主委：許松祥 12.服務夥伴委員會: 劉昭利         

13.服務夥伴委員會副主委：潘建叡 14.扶輪義工委員會:陳水生         

15.扶輪義工委員會副主委：呂理論 16.職業服務委員會: 陳陽春        

17.職業服務委員會副主委：林献堂 18.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陳錫圭     

19.世界社區服務委員會副主委：呂紹欽 

20.青少年委員會:林英機          21.青少年委員會副主委：陳政盛 

22.新世代服務委員會：游朝安    23.新世代服務委員會副主委：陳力榮 

24.新世代服務委員會副主委：黃萬盛  25.扶輪公益網委員會主委: 蔡東樺 

扶輪基金委員會:葉萌昌            

1.前受獎人委員會: 蔡政道         2.前受獎人委員會副主委：林礽熹 

3.年度捐獻委員會: 黃崑測         4.年度捐獻委員會副主委：黃文献 

5.獎助金計劃委員會: 秦嘉鴻       6.獎助金計劃委員會副主委：蘇清海 

7.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侯文觀      8.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副主委：陳世尊 

9.永久基金委員會:林俊豪          10.永久基金委員會副主委：王振吉 

11.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計劃委員會: 黃亦白  12.獎學金計畫委員會: 黃文典 

13.獎學金計畫委員會副主委:沈信全 

公共形象委員會:張立群             

1.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邱健源     2.公共關係委員會副主委:廖宥善 

3.扶輪家庭寶眷委員會:邱千泰       4.扶輪家庭寶眷委員會副主委：王斯靖 

5.扶輪之友委員會:游朝安           6.扶輪之友委員會副主委:田佳弘 

扶輪社行政管理委員會:李富湧       

1.出席委員會:呂理論               2.社刊委員會:蕭高旭 

3.社務服務委員會:李富湧           4.聯誼活動委員會:林建宏 

5.雜誌委員會:何仁傑               6.節目委員會:林裕翔 

7.糾察委員會:蔡舜賢               8.顧問委員會:蔡木春 

9.高爾夫球委員會:江顯皎          10.兄弟社主委:葉萌昌 

 
 
 
 
 
 
 
 
 
 
 
 
 
 
 

土城中央扶輪社 2015-2016 年度爐邊會議爐主分組表 
爐邊會月份 編組人員 

8月父親節 

社長 Land、C.P.Yico、P.P.Hardware、P.P.Case、
I.P.P.Chiang JI、P.N.Lawyer、秘書 Life、Adoah、
Barcode、Bearing、Green、James、Sam、Stanless、
Golden 

10 月中秋節 
P.P.Plastics、P.P.Spring、Agent、All Line、Banker、
Chef、Civil、Health、Media、Michael、Ricky、Stone、
Tim、Trading、Wine 

12 月跨年 
P.P.PVC、P.P.Scuba、P.P.Valve、P.P.Paul、Aircon、
Braht、Branding、CNC、David、Human、Importer、
Page、Paper、Risen 

2 月新春團拜 
P.P.Bicycle、P.P.Building、Absorber、Accountant、
Bed、Doctor、HPO、Jaysjinnet、LED、Machine、PinJer、
Roman、Service、Wood 

5 月母親節 
P.P.Manpower、P.P.Ball、P.P.Blower、P.P.Thermo、
Andy、Auto、Book、Camera、Designer、Ocean、Printer、
Quba、Ray、Whole 

※ 本次分組於 104 年 5月 7日第五次爐邊會議時由社友個人抽籤決定，當
日未到之社友由社長代為抽籤，請各組自行推選組長，每次爐邊會議由
各組推派之組長統籌安排相關事宜！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八屆六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6 月 04 日 
主席：江顯皎 社長 

紀錄：陳陽春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陳啟洲 江顯皎 陳進川 陳陽春 彭國忠 方欽瑩 孟醒宇  

          郭垚芳 洪揚清 陳靖庸 阮建茂 蔡清泉 莊文聰 蔡木春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今年度特刊上刊登之社友個人扶輪基金統計資料是依RI 記錄登記， 

        若與本社紀錄有誤差仍依RI 官方紀錄為準，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依RI 資料作紀錄以免未來捐款時有誤差。 



 

 
 
  例會事項報告      6 月 26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4 名     

   出席人數:…………55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10 名                     

    出 席 率:…………86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ircon、Archi、Bearing、Bed、 

Chef、Manpower、Media、PinJer、 

Sam、Stone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bsorber、All Line、David、Roman、 

Trading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Agent、Doctor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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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啟啟啟啟    ~~~~    
  本社於 6 月 26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假全國宴會館舉行土城中央扶輪社

18 屆授證紀念慶典暨新舊任社長交接典禮,承蒙貴賓及社友們寵賜花籃及禮金,

倍增本社無限光彩,隆情厚意,無任銘感,謹申謝忱。 

    
賀電賀電賀電賀電----    
板橋中區社賀電乙封 
禮金禮金禮金禮金----    
3490 地區總監 洪清暉 叁仟元、地區秘書長 王銘聰 壹仟元、褓母 廖聰義 貳
仟元、前總監 柯玟伶 壹仟元、前總監 林榮吉 壹仟元、前總監 郭道明 貳
仟元、前總監 張信 壹仟元、前總監 黃明山 壹仟元、前總監 許國文 壹仟元、
前總監 姚啟甲 壹仟元、前總監 吳維豐 壹仟元、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李昌雄 貳
仟元、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林月霞 壹仟元、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蔡阿省 壹仟
元、土城扶輪社 壹萬元、三峽扶輪社 壹萬元、土城山樱扶輪社 壹萬元、三峽
北大菁英扶輪社 壹萬元、板橋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北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
東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南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西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
中區扶輪社 伍仟元、板橋群英扶輪社 伍仟元、新北光暉扶輪社 伍仟元、樹林
扶輪社 伍千元、鶯歌扶輪社 伍仟元、樹林芳園扶輪社 伍仟元、大漢溪扶輪社 
伍仟元、福利旺扶輪社 伍千元、新北市和平扶輪社 伍仟元、北大光榮扶輪社 伍
仟元、台東普悠瑪扶輪社 壹萬壹仟元、1516 年度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凌見臣 壹
仟元、三重東區扶輪社 前社長黃火木 壹仟元、三重南區扶輪社 P.P.Helen 壹
仟元、P.P.Bis 壹仟元、社長當選人 Cher 壹仟元、社友 Aminda 壹仟元、社友
Monica 壹仟元、羅東東區扶輪社 P.P.Chiris 貳仟元、龜山扶輪社 社友 House 
壹仟元。 
高架花籃高架花籃高架花籃高架花籃、、、、盆花盆花盆花盆花、、、、----    
中一風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陳啟洲 高架花籃乙對、彰化銀行城內分行 經理
張峯宗 高架花籃乙對、台新銀行 經理朱妙蒂 高架花籃乙對、台新銀行 經理
王怡芳 高架花籃乙對、台北市衛生局前副局長 林武雄 高架花籃乙對、康聯律
師事務所 林詮勝 高架花籃乙對、紅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江顯炫 高架花籃乙
對、中國人壽 經理尤秀玲 主任許永陳 高架花籃乙對、江記華隆食品有限公司
全體一同 高架花籃乙對、華裕精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吳銘裕 高架花籃
乙對、中華民國工業區廠商聯合總會新北市土城區廠商協進會 理事長秦嘉鴻 
總幹事李德娟 高架花籃乙對、三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鄭玉龍 高架
花籃乙對、卡勒金屬有限公司 董事長楊秋月 高架花籃乙對、南山人壽 蕭金龍
徐明月蕭文華 盆花乙盆、輔導主委 陳瑞成 盆花乙盆、台北江姓宗親會全體理
監事 高架花籃乙對、基隆江姓宗親會 理事長 江山鑫 高架花籃乙對。 

本週節目 
講師：孟醒宇 社長 

講題：社務行政會議 

 

下週節目 
日期：7月9日(星期四) 

講師：趙政岷 老師 

講題：創意力-創意激發、價值創造與 

        左右腦思考 

※會後召開七月理事會議 

 

年度各項基金認捐開始囉！ 
巨額捐獻：累積或單次捐獻一萬美金 

保羅哈里斯基金：一千元美金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一萬元台幣 

※ 歡迎社友們踴躍認捐！ 

 

板橋東區社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104年7月5日(星期日)下午5: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2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區中華路二段1號) 

 

土城山櫻社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日期：104年7月7日(星期二)下午5: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餐廳 

     (土城區金城路三段259號三樓) 

以上出席人員：社長Land、秘書Life 

      請準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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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社友(47.07.08) 

P.P.Blower 夫人錡玉色小姐 

(47.07.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