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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王志強 現職：沅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Nick 地址：樹林區三俊街 90 巷 50 號 2 樓 

生日：69.10.11 電話：8688-4755 

夫人姓名：林晏暘 結婚日期：101.10.08 

 

介紹人：P.P.Paul 職業分類：室內設計 

姓名：李承器 現職：大器搬家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Move 地址：新莊區昌隆街 22-2 號 

生日：70.01.01 電話：2992-8881 

夫人姓名：鄭宇珊 結婚日期：98.10.04 

 

介紹人：P.P.Paul 職業分類：運輸業 

姓名：楊家逸 現職：盛強精密工業(股)公司 

社名：Orange 地址：土城區亞洲路 58 巷 2-10 號 

生日：68.03.24 電話：2268-5880 

職業分類：自動化設備  

 

介紹人：Ray  

姓名：邱建誠 現職：民視眼鏡行 

社名：NIKON 地址：板橋區建民治街 146 號 

生日：62.03.23 電話：8257-3665 

夫人姓名：汪彩羚 結婚日期：102.01.10 

 

介紹人：Jacky 職業分類：驗光配鏡 

姓名：邱義晃 現職：永豐銀行資深經理 

社名：Money 地址：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124 號 

生日：57.08.11 電話：2266-2000*200 

夫人姓名：皇甫秀坊 結婚日期：88.03.14 

 

介紹人：Quba 職業分類：銀行業 

姓名：李長樺 現職：祿泰印刷有限公司經理 

社名：Jack 地址：板橋區民治街 36 號 

生日：57.03.05 電話：2252-3395 

夫人姓名：商秀梅 結婚日期： 

 

介紹人：Michale 職業分類：印刷業 

姓名：潘乙冠 現職：雄闊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Tile 地址：桃園市龜山區大湖一路 240 號 

生日：73.10.10 電話：03-327-0161 

夫人姓名：林俞汝 結婚日期：102.10.22 

 

介紹人：P.P.Paul 職業分類：泥作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十一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1 月 19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林建宏、黃鼎發、江顯皎、林裕翔、蔡舜賢、孟醒宇、李富湧、 

          郭垚芳、阮建茂、呂理論、蘇清海、蔡木春、葉萌昌、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九屆十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沅拓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強總經理、大器搬家有限公司  

        李承器總經理、盛強精密工業(股)公司 楊家逸先生、民視眼鏡行  

        邱建誠 總經理、永豐銀行 邱義晃資深經理、祿泰印刷有限公司  

        李長樺經理、雄闊有限公司 潘乙冠總經理，以上七位有意願加入 

        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審查。  

決  議：通過以上七位之入社申請，並安排於 12 月 3 日立會佩章。 

第三案：請討論本社第三次爐邊會議活動相關日期及舉辦方式。 

決  議：本次爐邊會議將安排以遊艇餐會迎新年的形式舉行，參加名 

        額約 150 位，另外經本次理事會討論決議，本社之各項聯誼 

        活動報名以社員之直系親屬為主可免費參加，來賓參加則需 

        支付餐費或活動費用。 

 

二、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11 月 19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83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出國人數:………… 6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缺席人數:…………20 名                     

    出 席 率:…………76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Aircon、Barcode、 

Bearing、Book、Branding、Chef、 

Civil、Machine、Manpower、Media、 

Ocean、Page、Ricky、Sam、 

Service、Wood、Braht、Louis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Banker、Green、 

Hardware、PinJer、Ro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ccountant、Auto、CNC、David、 

LED、PVC、Quba、Stanless、Tim、 

Yico、Doctor、Marble、Jeff、Jerry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林美智 小姐          講師 

     邱裕翔 先生        P.P.Paul 

     林添鏌 先生        P.P.Paul 

     李承器 先生        P.P.Paul 

     邱義晃 先生        Ray 社友 
     王志強 先生        P.P.Paul 
     李長樺 先生      Michael 社友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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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72972972972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林美智 執行長；接下

來歡迎蒞臨貴賓：翱翔創意科技有限公司 邱裕翔總經理、欣鴻紙器有限公司 林添
鏌總經理、大器搬家有限公司 李承器總經理、永豐銀行 邱義晃資深經理、沅拓設
計工程有限公司 王志強總經理、祿泰印刷有限公司 李長樺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
眷們。 
1. 本週壽星：Green 社友、Fire 社友、Accountant 社友夫人黃寶珍小姐、Book 社

友夫人周清容小姐、Civil 社友夫人張淑娟、LED 社友夫人郭佩玲小姐，祝福您
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Bicycle 與蕭陳宴夫人結婚 55 週年紀念、Chef 社友與林杜素琴
夫人結婚 38 週年紀念、Louis 社友與黃曉玲夫人結婚 23 週年紀念、Roman 社友
與林芳伃夫人結婚 20 週年紀念、Tim 社友與楊韶菁夫人結婚 19 周年紀念，祝
福您們白頭偕老，共享生命的美好！ 

� 糾察活動由 James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20,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5,000 2. P.P.Bicycle 1,000 
3. P.P.Case 1,000 4. P.P.Thermo 1,000 
5. P.P.Valve 1,000 6.  P.P.Paul 1,000 
7. P.P.Spring 1,000 8. P.N.Lawyer 1,000 
9. 社友 Enter 1,000 10. 社友 HPO 1,000 
11. 社友 Michael 1,000 12. 社友 Paper 1,000 
13. 社友 Roman 1,000 14. 社友 Jackey 1,000 
15. 社友 Look 1,000 16. 社友 Fire 1,000 
17. 社友 Jimmy 1,000 18. 社友 Stone 1,000 

小計：20,000元 
承上期：302,000元 

 
 
 

本週節目 
講師：潘建叡 Ray 社友 
講題：職業分享-認識政府補助 
現任：晶準企業有限公司 共同創辦人 
     兼專案經理、宸品實業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經理、中華亞太企業 
     服務協會 新北辦公處主任、BNI 
     新北市西北區新都心分會 活動 
     協調組長、BNI 新北市西北區新 
     都心分會 小組組長 
學經歷： 
※ 醒吾科技大學餐旅管理系產業學
院學程 講座教授 

※ 政府補助科技代工業界 7 年經驗 
 

下週節目~常年大會 
日期：12月10日(星期四) 
第 20 屆理事選舉程序： 
1. 投票 
2. 開票：監票人- P.P.Bicycle             
         唱票人- Life  
         記票人- Risen 
3. 新任理事當選人名單發表 
會後召開十二月份理事會議 
第二十屆理事當選人會議 
 

社區服務-贊助寒冬送款活動 
日期：12月13日(星期日)下午1:00 
地點：板橋農村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與雙十路路口) 
※請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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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19 日   RI 批准日期：2014 年 5 月 30 日 
授証日期：2014 年 6 月 17 日         輔導社：土城山櫻扶輪社 
總監特別代表：林佩穎前社長         社員人數：40 名 
現任社長：陳家驊(Anthany)          現任秘書：江裕福(Michael) 
社員高低年齡：高 60歲 低 23歲      平均年齡：38歲 
例會時間：每星期三晚上 7:30    
例會地點：新北市土城區中央路四段 2號 6樓之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