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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蔡旻衛 現職：大同生技有限公司 
社名：Gold 地址：中和區建一路 65 號 5 樓 
生日：66.02.12 電話：2222-9155 
職業分類：節能設備  

 

介紹人：P.P.Paul  
姓名：鄭煌彬 現職：雄邦開發建設(股)公司副總 
社名：Marco 地址：板橋區民族路 260 號 10 樓 
生日：68.12.11 電話：2955-1666 
職業分類：建設業  

 

介紹人：Life 秘書  
姓名：黃忠偉 現職：生瑋企業(股)公司總經理 
社名：Pro 地址：土城區中央路三段 76 巷 49 弄 3 號 
生日：65.06.18 電話：2267-1809 
夫人姓名：邱璧瑩 結婚日期：91.09.17 

 

介紹人：Fire 職業分類：CNC 加工業 
姓名：楊世傑 現職：高平旅行社副總 
社名：Travel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青年路 168 巷 2 農 27 號 2 樓 
生日：66.11.24 電話：2252-3395 
夫人姓名：呂靜嫻 結婚日期：95.12.30 

 

介紹人：Andy 職業分類：旅遊業 
姓名：吳世宗 現職：乙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經理 
社名：Tom 地址：板橋區文聖街 101 巷 27 號 
生日：67.09.16 電話：2259-3132 
職業分類：印刷業  

 

介紹人：Nikon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九屆元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元月 07 日 
主席：孟醒宇 社長 
紀錄：郭垚芳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林建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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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審查第十九屆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第四次爐邊會議暨新春團拜活動日期、地點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第四次爐邊會議爐主：P.P.Bicycle、P.P.Building、社友 Accountant、 
        Doctor、HPO、Jaysjinnet、LED、Machine、Pin Jer、Roman、Service、 
        Wood、Nikon、Nick、Money、Move、Orange、Jack、Tile、Albert、Sean， 
        以上 21 位。 
決  議：時間及地點由爐主討論後再通知社友及寶眷。 
第三案：本社 Bearing 社友、Louise 社友由於工作因素無法繼續參與本社例會及 
        活動，提出退社申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通過兩位社友之退社申請。 
第四案：前社友 Absorber 之前因工作移往南部無法參加本社活動申請退社，本社 
        已完成退社程序，目前工作已告一段落並希望繼續參加本社提出入社申 
        請，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通過其入社申請。 
第五案：新北市光耀扶輪社函邀各社一起參與改善花蓮宜蘭新北市嘉義等19個原 
        住民文化健康站服務，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 
一、 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在全台設立110個原住民部落文化健康站(簡稱文康 
     站)，規劃由地方政府提供場所及安排人力資源，服務至少30位年長者，且 
     每站每週開站3天，提供免費午餐，規劃健康講座和文化健康節目。因而各 
     縣市部落文化健康站，大多設施簡陋，基於政府財務短拙，亟需熱心服務的 
     扶輪社協助。 
二、 目前台灣各地區均已著手且大部分完成此案的執行案，地區所規劃案均在

宜蘭、花蓮原住民部落，各社可方便就近服務。 
三、 各社共同參與此項服務原住民計劃 ，每社負擔3萬元可為共同主辦社，負擔 
     1萬元以上為贊助社、 
決  議：本社支持本活動並三萬元成為共同主辦社。 
第六案：2015-16年度扶輪基金 EREY 項目是否由本社統一捐款達成此目標，提請 
        理事們討論。 
說  明：EREY 為每社每人皆有捐獻扶輪基金，金額不計大小，若每人皆有捐獻則 
        達成此目標。  
決  議：完成統一捐款達成 EREY每人皆有捐獻的目標。 
第七案：2015-16年度本社是否全社社員繳納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捐款 600元，提請 
        理事們討論。   
決  議：本社以捐款中華扶輪教育基金不另統一捐款。 
第八案：來賓大同生技有限公司 蔡旻衛總經理、乙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吳士宗 
        經理、高平旅行社有限公司 楊世傑總經理、金山停車場(股)公司 盧建 
        男總經理、生瑋企業(股)公司 黃忠偉總經理、遊龍通運有限公司 范柏 
        駿總經理、東區時尚美學診所 邱志龍院長、雄邦開發建設(股)公司 鄭 
        煌彬副總經理、銓鋒達精機有限公司 蔡國陽董事長、尤利西斯旅店 李 
        昆鴻經理認同扶輪之宗旨及理念有意願加入本社提出入社申請，擬於參 
        加本社例會及活動四次後安排佩章，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三、 臨時動議：無 

 



 

 
 
  例會事項報告     01 月 07日                                   
一、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92名     
   出席人數:…………51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名                  
補出席人數:……… 9名         
缺席人數:…………24 名                     

    出 席 率:…………73 %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Agent、Barcode、Bearing、 
Branding、Braht、Chef、Civil、 
Enter、Jeff、Jerry、Look、 
Louise、Manpower、Marble、 
Pin Jer、Rick、Ricky、Sam、 
Service、Stanless、Whole、Wood、 
Yico 

三、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Green、Health、Human、 
Machine、Media、Roman                              

四、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五、補出席社友                                
Aircon、CNC、Hardware、Jimmy、 
Michael、Page、Quba、Risen、 
Wine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Ray 社友            講師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 
     盧建男 先生       Stone 社友 
     吳士宗 先生       Nikon 社友 
     蔡旻衛 先生       P.P.Paul   
     黃忠偉 先生       Fire 社友 
     鄭煌彬 先生       Life 秘書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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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第第第 979797979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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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社 潘建叡 Ray 社友；
接著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金山停車場(股)公司 盧
建男執行長、大同生技有限公司 蔡旻衛經理、乙豐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吳士宗總經
理、生瑋企業有限公司 黃忠偉總經理、雄邦開發建設(股)公司 鄭煌彬副總及本社
社友與寶眷們。 
1. 本週壽星：P.P.Hoist、Designer 社友、Ray 社友、Enter 社友夫人林荺蓁小姐、

Risen 社友夫人鍾慧卿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 結婚週年：P.P.PVC與陳美蓮夫人結婚 42 週年紀念、Lood 社友與林均美夫人結
婚 5週年紀念、Michael 社友與葉慈慧夫人結婚 25週年紀念、Nikon 社友與汪
佳苓夫人結婚 3 週年紀念、Quba 社友與林淑芳夫人結婚 27週年紀念、Trading
社友與林杏霞夫人結婚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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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00
元！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nd 3,000 2. P.P.PVC 2,000 
3. P.P.Case 1,000 4. P.P.Valve 1,000 
5. P.P.Spring 1,000 6.  P.E.Lawyer 1,000 
7. 秘書 Life 1,000 8. 社友 Auto 1,000 
9. 社友 Banker 1,000 10. 社友 Designer 1,000 
11. 社友 Fire 1,000 12. 社友 LED 1,000 
13. 社友 Ray 2,000    

小計：17,000 
承上期：46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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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范柏駿 現職：遊龍通運有限公司總經理 
社名：Anderson 地址：板橋區萬板路 112 巷 2 號 1 樓 
生日：61.07.14 電話：8258-7805 
夫人姓名：黃詩怡 結婚日期：93.01.03 

 

介紹人：Look 職業分類：旅遊運輸業 
姓名：盧建男 現職：金山停車場(股)公司總經理 
社名：Gary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金山南路二段 33號 5樓 
生日：63.01.15 電話：2358-4766 
職業分類：停車場業  

 

介紹人：Stone ※※※※接續內頁接續內頁接續內頁接續內頁    

本週節目~新社友佩章儀式 
佩章程序表： 
1.介紹人及佩章人員上台介紹新社友 
2.新社友上臺面對扶輪旗宣示 
3.請 A.G.Lawyer 位新社友佩章並致 
  贈禮品 
4.由社長為新社友佩戴名牌及扶輪旗 
5.請 D.V.S.Amy 致贈介紹人禮品 
6.禮成歡迎新社友加入！ 
 

下週節目 
日期：105年1月28日(星期四) 
講師：林偉辰 師傅 
講題：從葉問電影看真正的詠春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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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Ball(40.01.25) 

Machine 社友(65.01.22) 

Importer 社友夫人廖云妤

(60.01.22) 

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祝福您們結婚週年快樂    

P.P.Hoist 與江紅杏夫人 

結婚 49 週年紀念(56.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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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