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  迎  新  血  輪  加  入 

姓名：梁文昌 現職：新台雲傳媒科技(股)公司股東 

社名：Albert 地址：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168 號 2 樓 

生日：69.09.14 電話：2658-3153 

夫人姓名：李司琦 結婚日期：104.06.09 

 

介紹人：Braht 社友 職業分類：數位傳媒業 

姓名：邱裕翔 現職：翱翔創意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Sean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景平路 79 號 10 樓 

生日：70.09.06 電話：2947-9689 

夫人姓名：何晴晴 結婚日期：104.07.19 

 

介紹人：P.P.Paul 職業分類：生活百貨業 

土城社來訪土城社來訪土城社來訪土城社來訪 104.12.24 104.12.24 104.12.24 104.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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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十二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12月24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黃鼎發、江顯皎、蔡舜賢、孟醒宇、李富湧、張立群、 

          郭垚芳、阮建茂、呂理論、蔡木春、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來賓翱翔創意有限公司 邱裕翔總經理已參加本社例會四次以上並

有意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通過入社申請並安排於 12 月 31 日例會舉行佩章儀式。 

二、 臨時動議：無 

 

地區來函 

受 文 者  ：  國際扶輪3490地區各扶輪社  

發文日期  ：  2015年12月23日  

發文字號  ：  國扶辦字第2015172號  

主    旨  ：  函知新社成立-新北圓桌扶輪社，請查照。  

說    明  ：  

一、新北圓桌扶輪社已於2015年12月18日由RI核准設立，並將於12月25日 

    舉行正式創社授證慶典。  

二、該社係由五工扶輪社輔導，涂豐川（A.G. William）擔任總監特別代 

    表，連丁貴( P.P. Win )擔任輔導主委，王清水( C.P. Leader )、 

    張秋海( P.P. Audio )及何長發( P.P. Building)擔任輔導副主委。 

三、正式公告新北圓桌扶輪社歸屬新北市第九分區。  

四、新北圓桌扶輪社的聯絡資料如下:  

    例會地點:220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82號8樓  

    辦 事 處:22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145號6樓之1  

    連絡電話:02-8965-8986  

    聯絡傳真:02-2272-7068  

  

地  區  總  監 ： 邱 添 木  



 

 
 
  例會事項報告     12 月 24 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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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名         
缺席人數:…………26 名                     

    出 席 率:…………71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Barcode、Bearing、 
Book、Braht、Branding、Chef、 
Civil、Fire、Look、Louise、 
Manpower、Media、Michael、Move、 
Nick、Page、Pin Jer、Rick、Ricky 
Sam、Stanless、Tim、Whole、Wood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Banker、Health、Machine 
Roman、Rise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ircon、Alex、Andy、Auto、David、 
Enter、Golden、Jack、Jeff、Jerry、 
Jimmy、Marble、Nikon、Ocean、 
Scuba、Tile 

六、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華志仁 校長          講師 
     Connector 社長    土城扶輪社 
     P.P.Book 褓姆     土城扶輪社 
     P.P.Top 輔導主委  土城扶輪社 
     History 秘書      土城扶輪社 
     P.E.Cable         土城扶輪社 
     Chemical、BIO 社友土城扶輪社 
     James、Eric 社友  土城扶輪社 
     Landuse 社友      土城扶輪社 
     Lenny、Serina 社友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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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一時整，由社長 Land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頂埔國小 華志仁

校長；接著歡迎今日蒞臨貴賓：土城扶輪社 Connector 社長、History 秘書、褓母
P.P.Book、輔導主委 P.P.Top、P.E.Cable、社友 Chemical、BIO、Eric、James、
Landuse、三峽北大菁英社 社友 Lenny、Serina、信億礦業有限公司 盧建男執行
長、賴鍾淼先生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Hardware、Branding 社友、HPO 社友夫人黃寶蓮小姐，祝福您

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David 社友與林淑娟夫人結婚 28 週年紀念、Green 社友與張榮慧夫

人結婚 24 週年紀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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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C.P.Yico 2,000 
3. P.P.Bicycle 1,000 4. P.P.Hardware 1,000 
5. P.P.Ball 1,000 6.  P.P.Case 1,000 
7. P.P.Valve 1,000 8. P.P.Spring 1,000 
9. I.P.P.Chiang Ji 1,000 10. P.E.Lawyer 1,000 
11. 秘書 Life 1,000 12. 社友 Designer 1,000 
13. 社友 Green 2,000 14. 社友 HPO 1,000 
15. 社友 Ray 1,000 16. 社友 Bill 1,000 
17. 社友 LED 1,000 18. 土城扶輪社餐費 3,000 
19. 褓母 P.P.Book 2,000 20. 輔導主委 P.P.Top 2,000 

小計：28,000 
承上期：432,0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王志鈞 老師 
講題：幫台灣找出路-台灣明年經濟趨 
     勢與展望 
現任：財經暢銷作家、    
商業周刊、Smart智富月刊特約主筆 
學經歷： 
※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 蘋果日報-財經新聞中心財金組組

長 
※ 商業周刊-資深記者、金融組副召
集人 

※ 數位時代雙週刊-主筆 
※ 今週刊-主編 
著作： 
笑笑看線圖-股票技術分析 6大名師
故事、看懂股市新聞新手自學、管好
你的錢-一生受用的理財計劃、不虧損
的基金投資、股票這樣買才會賺 
 

下週節目 
日期：105年1月7日(星期四) 
講師：潘建叡 Ray社友 
講題：政府獎勵企業補助專案說明 
 

社區服務-揮毫贈春聯活動 
日期：105年1月9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8:30~12:00 
地點：土城五穀先帝廟 
     (土城區和平路 11 號) 
※ 請社友與寶眷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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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Thermo(39.01.02) 
Barcode(62.12.31) 

Bill(50.01.02) 
Pin Jer(56.01.01) 

P.P.Manpower 夫人何雲泖(36.01.01) 
Aircon 夫人吳麗紅(51.01.02) 

Stanless 夫人潘素文(64.01.02) 

祝福您們 週年快樂~ 
Land 社長與何淑卿夫人結婚 

18 週年紀念(86.01.01) 
Machine 與黎詠詩夫人結婚 

8 週年紀念(96.01.02) 
Media 與吳秋儀夫人結婚 
12 週年紀念(92.01.03) 
Ocean 與李欣芳夫人結婚 
11 週年紀念(93.0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