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2 日   第 1344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名演說家鍾曜陽先生、領唱老師

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P.D.G.Trading、P.P.ENT、P.P.Long、

P.P.ENT 夫人、Jerry 夫人、P.P.Cathay 夫

人、Sunny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Life、Junior、Archi，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日

(星期日)6:50 假馥華飯店、社館集合。

社內將準備早餐、水，請自備防曬用

品、雨具以及穿著運動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二十七屆理事當

選人第二次籌備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

選人留步參與會議。 

(4) 社長 Land 千金謝宓君小姐謹訂於三月

二十一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假板橋

永饌樓餐廳舉行文定之喜。禮金欲自行

處理者請告知余 s。 

(5) P.P.Just 千金鄭佳穎小姐謹訂於三月

二十四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板橋

龍華樓餐廳舉行文定之喜。禮金欲自行

處理者請告知余 s。 

 社友 Noni 介紹主講者： 

姓名：鍾曜陽先生 

學歷：萬能科技大學 MBA 

曾任：國際易經協會博士班風水堪輿師、 

      中華易經堪輿研究發展協會創會秘 

書長、桃園縣廣告工程業職業工會理 

事長 

現任：鍾曜陽命理風水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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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演說家 鍾曜陽先生 

你知道，人終其一生，都是在為自己的生命

「找答案」嗎？而在這過程中，我發現命理其實

一點都不玄，命，只是一種習慣，運，只是一種

態度，所以，有好習慣，才會有好機會；有好機

會，才會有好態度，有了好的態度，才造就了好

的人生。 

人的一生總是在；事業財富、 婚姻愛情、 子女、 

健康與人際五大功課中打轉，我們無法用相同的

自己，得到不同的明天，所以要改變人生的五大

功課，必需先改變環境，環境改變，磁場跟著改

變；磁場改變，心態跟著改變；心態改變，態度

跟著改變；態度改變，習慣跟著改變；習慣改變，

性格跟著改變；性格改變，人生才有可能改變。 

名片關係 有形就會有相：如何透過名片

學，了解客戶的屬性，透過名片學的工具引發好

奇，拉近關係，提高成交量。  

【2013 年十二生肖流年運勢】 

鼠 06 18 30 42 54 66 78 90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乃龍德值令之年，

凡事要有計劃，不可操之過急，良機巧合，人事

愉快，亦有貴人扶助，今年運程較去年順遂，宜

自求多福。 

事業方向：貴造今年事業宜從穩定著手，注意週

邊環境，勿受小人干擾，善加籌謀，自求多福。 

財運判斷：年年財運甚佳，財喜臨門之象，惟錢

財勿外借作保。 

家庭狀況：今年家道和合興旺，須留意父母長輩

身體健康，宜及時保養。 

健康情形：留意飲食起居，平均調攝營養，早起

早眠，勿操勞過度，多接近大自然，維護身心健

康。 

牛 05 17 29 41  53 65 77  89  

解曰：今年癸巳，按十二太歲乃白虎值令之年，

逢運氣多變之際，事業宜守不宜攻，一切順利自

然可也，慎交遊，慎防小人牽累，留意家人身體

健康。 

事業方向：今年財務運用，量力而行，不可勉強，

宜妥善調度及時支應可也。 

財運判斷：今年財務運用，量力而行，不可勉強，

宜妥善調度及時支應可也。 

家庭狀況：年內家庭順利，家道和合，凡事忍耐

為先，謙讓是福。 

健康情形：年內健康尚佳，雖白虎值今，應注意

交通事宜。留意飲食起居，生活宜有規律，切勿

胡思亂想，徒增煩惱。 

虎 04 16 28 40 52 64 76 88 100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流年福德星高照，

事業宜按計劃進行，自有貴人扶助，宜借福守

身，年內不宜多理他人閑事，錢財勿外借作保，

宜在安定中求繁榮。 

事業方向：宜按照計劃逐步實施，自有貴人暗

助，從安定中求繁榮。 

財運判斷：查今年財運甚佳，凡正當營謀，皆稱

心如意，唯錢財不宜借作保。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夫妻感情和睦，流年

福德，有吉慶之兆。 

健康情形：年內健康可佳，身體仍須保養，留意

飲食起居，宜放寬心情，切勿胡思亂想。 

兔 03 15 27 39 51 63 75 87 99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天狗之年，事業力

求穩定，宜以守為貴，交友小心，慎防小人陷害，

切勿與人爭執，亦勿與人爭訟，凡事以和為貴，

注意交通安全，關心父母及家人健康。 

事業方向：事業穩健進行，安定中求繁榮。 

財運判斷：今年財運較去年順利，亦有月賺錢之

機會，但錢財不可外借作保特事。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夫妻感情和睦，必能

和衷共濟，夫唱婦隨。 

健康情形：關心父母長輩身體健康，自己身心亦

宜保養，切勿胡思亂想，徒增煩惱。 

龍 02 14 26 38 50 62 74 86 98  

解曰：今年癸亥，查十二太歲乃逢病符之年，注

意衛生及時保養，不宜探望病勿食喪家之物，思

維冷靜，不可思慮過多，徒增煩惱，交友小心，

慎防拖累。 

事業方向：宜按照計劃穩健進行，自有貴人暗

助，亦有拓展之機會，見機而行可也。 

財運判斷：今年財運順吉，可許財源廣進，宜把



握時機，惟錢財不可外借作保，慎防朋友拖累。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夫妻感情和睦，勿出

入歡樂場所，影響家庭和睦。 

健康情形：逢病符之年，身體保養，勿暴飲暴食，

生活宜有規律。 

蛇  01 13 25 37 49 61 73 85 97  

解曰：今年癸巳，逢太歲之年，吉凶禍福，易趨

極端，平時謹言慎行，凡事忍耐為先，守住既往

成就，以待東山再起，可至廟中參加安奉太歲星

君讓災納福，以便化解。 

事業方向：貴造今年凡事三思而行，與人合夥投

資，直先行瞭解對方的信譽、品德、和財力。 

財運判斷：財務妥善調度，宜以穩健為原則，凡

事量力而行，錢財不外借作保。 

家庭狀況：夫婦之間，相互尊重，和衷共濟，時

時關心配偶身體之健康。 

健康情形：生活起居宜有規律，宜節制飲食，切

勿胡思亂想，放開心情，保持心境寧靜。 

馬 12  24  36  48  60  72  84  96 

解曰：今年癸巳十二太歲流年太陽值令，注意事

業上之變化，不宜多理事他人閑事，閑言閑語勿

聽，在寧靜中求進步，安定中求繁榮。 

事業方向：今年事業亨順，諸事順吉，動靜明顯，

凡事有貴人暗助，亦可逢凶化吉。 

財運判斷：今年有賺錢之機會，可許財源廣進，

妥慎運用財務，必能財喜雙至。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夫妻感情和諧，切勿

涉足聲色場所，影響家庭和睦。 

健康惰形：賺錢固然重要，但身體宜多加保重，

切勿貪多熬夜，維護健康為要。 

羊 11 23 35 47 59 71 83 95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喪門災煞值令，貴

造今年勿參加喪禮，事業穩健進行，不宜大意投

資，今年農曆正月，宜赴廟堂祈福禳災，必可逢

凶化吉。 

事業方向：今年事業，宜以守成為要，守住既往

的成就，便是順利。 

財運判斷：今年財運尚佳，凡事不宜大意，務求

審慎處理。 

家庭狀況：家中每一成員，大家同心協力，和衷

共濟，家和萬事興。 

健康情形：注意身體調攝保養，飲食起居，宜有

規律，避免操勞過度，保持心境愉快。 

猴 10 22 34 46 58 70 82 94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流年太陰星當權，

陰盛陽衰，須防不測災變，防 

小人牽累，年內忙來忙去，有勞有獲，妥善應用

人際關係，福至心靈。 

事業方向：事業宜守住原有根基，凡事均有貴人

暗助，所謂「創業難，守成 

亦不易」宜深體會之。 

財運判斷：查今年逢太陰之年，凡事宜保守，所

謂：「一動不如一靜。」妥慎運用財務，勿輕信

人言。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夫妻之間，宜和衷共

濟，忍讓是福。 

健康情形：年內健康可佳，但仍須隨時注意身心

保養，多接觸大自然，作適宜之運動，關心家人

之健康保養。 

雞 09 21 33 45 57 69 81 93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流年為官符五鬼值

今之年，年內待人接物，宜以謙讓為懷，和氣生

財，儘量減少與人發生糾紛，避免與人爭訟，但

求家宅平安。 

事業方向：今年業務尚佳，年逢官符，勿冒險衝

刺，但求穩紮穩打，平安是福。 

財運判斷：今年財務運尚佳，正財偏財互現，財

務妥慎運用，慎防小人牽累。 

家庭狀況：年年家運順吉，動象明顯，宜在安定

中求繁榮。 

健康情行：年內健康須保養，留意飲食起居，關

心家人身體健康。 

狗 08 20 32 44 56 68 80 92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小耗咸池值令之

年，業務徐圖發展，妥慎處理財 

務，疾厄逢害，宜多注意健康。勿探病，勿觀喪，

常赴廟堂祈福，必有感應。 

事業方向：業務仍佳，徐圖發展，宜在協調人事

上下功夫，群策群力，和衷共 

濟，必有進展。 

財運判斷：正財偏財數現，財運甚佳，妥善把握

機契，必能財喜雙至。 

家庭狀況：今年家庭順利，宜互相尊重，關心配

偶及家人健康。 

健康情形：年內身體須保養，起居有時，飲食有

節，關心父母長輩及配偶身體 

健康。 

豬 07 19 31 43 55 67 79 91 

解曰：今年癸巳，查十二太歲為歲破之年，年內

凡事變化之較大，不宜過份衝刺，亦不宜理會別

人財務。夫妻之間，忍耐為先，謙讓是福，關心

家人身體健康。 

事業方向：今年業務順暢，年逢歲破，一切順其

自然，穩健發展。 



財運判斷：查今年財運尚佳，凡正當營謀，有勞

有獲，年逢歲破，切勿冒險投資，或為他人擔保

財務。 

家庭狀況：歲破之年，凡事以和為貴，忍讓為先，

夫妻相敬如賓，關心配偶之健康為要。 

健康情形：年內身體須保養，起居有時，飲食有

節，凡事不宜思想過多，感情自擾。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鍾老師，小

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三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劉炳宏、 

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 
張茂樹、李榮鏗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4 第 1353 次例會，延至五月五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舉行「慶祝母

親節晚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 

05/11 第 1354 次例會，「光影韶音轉動

膠卷~電影與音樂」金歐女中音樂老師 

戴昌儀女士。 

        05/18 第 1355 次例會，「賞識自己~看

見自己的天才」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創

辦人盧蘇偉先生 

        05/25 第 1356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1 第 1357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6/08 第 1358 次例會，提前至六月二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假台北花園大

酒店二樓國廳舉行「授證二十六週年慶

典」。 

        06/15 第 1359 次例會，「廣告行銷的運 

用技巧」凌群策略整合公司顧問侯文治

先生。    

06/22 第 1360 次例會，「美學與科學的 

完美結合-談台灣蝴蝶蘭產業」亞太生 

物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郭書 

祥先生。 

        06/29 第 136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七屆(2013-2014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3 月 2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邱仁賢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2013-2014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3-2014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二十六屆、第二十七屆交接典禮時 

間、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擔仔麵餐廳舉行。 
第四案：秋季旅遊二日遊假溪頭米堤飯店舉行。 
決  議：十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十月二十八日

(星期一)舉行。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 

請討論。 
決  議：援往例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盆花 1200 元。 
 

【友社授證】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9週年】 
時間：3月 22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土城雲林鵝肉城 
【頭前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新莊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 

【時間】：03 月 10 日(星期日) 

一早，一出雪山隧道口，我們就把板橋陰灰的天氣拋到腦後，迎向宜蘭豔陽高照的擁抱裡。 
我們第一站抵達「礁溪龍潭湖」，為蘭陽五大名湖中面積最大的湖泊，碧綠的湖水，三面環 

山的絕佳環境，註定成為風光明媚的遊憩區，更別提一旁還有綠油油的大片草坪。循著環湖道路 
悠然漫步，只見兩旁綠樹垂陰，偶有幾隻鷺鷥掠過湖面，為寧靜的山光水色增添不少美感。 

第二站「宜蘭酒廠」，有著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加上清徹無污染的水資源，釀造出的米酒和
紅露酒令人讚不絕口、回味無窮，更特別的是它還是台灣第一家酒銀行，可以開戶存酒，讓酒除
了可以品嚐外，也具有保本增值的價值。 

中午於「八甲漁場」享用午餐，第三站城市裡的秘密花園「羅東林場」，早期因太平山開採
森林，由於木材搬運不易，生產的木材以放流方式，藉由蘭陽溪漂流至平地，再撈集貯存，太平
山及羅東森林鐵路開通後，改由鐵路運輸木材，當時鐵路的終點「竹林站」，即是位於今日羅東
林區管理處的所在地。羅東也因為木材的集散地，而邁向繁榮。 
園區內植滿青蒼鬱鬱的樹木，使得園區環境更加自然舒適，而在松蘿館南側有六輛老式蒸氣火
車，藉此讓參訪的民眾感受這些曾經在蘭陽平原上馳騁的歷史英雄。 
    第四站「宜蘭餅發明館」這兒有專業的超薄牛舌餅師傅近身教導我們，讓我們在一個小時內
盡情發揮創意，做出聞名世界獨一無二屬於自己的超薄牛舌餅。晚上於「武暖餐廳」享用無菜單
創意料理。 

宜蘭，絕佳的好山好水令人驚豔，特殊的人文歷史也令人引發思古幽情，而富有巧思不拘一
格的飲食料理也令人讚賞，一個集寧靜、慢活、優雅、時尚於一身的地方，是值得令人一探再探
的好所在。 

最後，感謝 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準備美味的「魯味」，社長 Land 致贈參加人員宜
蘭餅禮盒，讓大家有吃擱有拿。 

 
 
 
 
 
 
 
 

 

 
 
 

龍潭湖合影留念                              宜蘭酒廠合影留念
 

社長當選人 Lobo 伉儷有請 
【時間】：3月 1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永饌樓餐廳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贊助生命線協會珍愛生命繪本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13: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接待 D7010 加拿大 GSE 來訪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三) 

【行程】：09：20 社館集合 

10:00 大漢溪生態廊參觀人工濕地 

12:00 吉立餐廳 

14:00 林家花園參觀古蹟 

17:00 馥都飯店解散 

【接待】：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本週節目 

三月十六日 

第 134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得利 社友 

主  講  者：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  

              副教授 沈中元先生 

講      題：金山銀山，不如小三嗎?  

談婚姻法律  

 

下週節目 

三月二十三日 

第 1347 次例會 

【社區服務-贊助生命線協會印製珍愛生命繪本

活動】 

節目介紹人：前總監 郭道明 

主  講  者：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所 

              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張文吉先生 

講      題：兼具近紅外光顯影及光熱治療 

之雙功能奈米複合材料之開發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國龍社長當選人(68.03.18)34 年 

吳得利社友(79.03.18)23 年 

 

恭喜 

社友蔡宗原(Kevin)公子蔡曜隆先生謹訂於

三月三十日(星期六)下午六時假土城大三

元餐廳(土城區青雲路 152號 5樓)舉行結婚

典禮。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3月02日   第134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right、Dental、 

Frank、Jerry、Jeremy、Lankes、

Ming-Long、 

Master、Picasso、Stainles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3月02日   第134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13,000

Cathay 2,000 Life 2,000

Herbert 2,000 Lobo 1,000

Junior 2,000 Long 3,000

Just 1,000 Masa 1,000

Kevin 2,000 Otoko 1,000

Land 3,000 Stock 1,000

小計：      $21,000 總計：    $934,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53,650

Cathay 5,200 Stainless 7,700

First 5,200 Sun-Rise 5,200

Herbert 5,200 Tom 5,200

小計  ：    $33,700 總計：    $887,350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3月10日   第1345次例會)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87,350

George 5,200  

小計  ：    $5,200 總計：    $892,5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