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來函照登 
 

親愛的扶輪領導人：由於台灣各地區領導人的共同努力，台灣扶輪社員成長頗受國際扶輪的肯定，然而

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等立下共同的目標;2014 年底前將台灣扶輪社員人數增加到 35,000。 

鼓勵寶眷(伴侶暨子女)直接加入扶輪，將有效促進社員成長，並具有實質意義。寶眷向來瞭解且支持扶

輪，若能使其名副其實，直接加入扶輪，將比一般新社員更能快速地融入而容易適應。據悉，許多寶眷，

尤其是社友夫人，平常已積極參與各種扶輪服務及活動，其扶輪素養並不亞於一般社員，若能邀請他們

成為真正的扶輪社員，將能促進扶輪質與量的一起提升。而且所費不多，惠而不貴（RI 會費 US$53/人） 

台灣扶輪社員達 35,000 以上所帶來的利益： 

1. 華語成為 RI 正式出版品語言, 台灣社友可同步獲得 RI 資訊。 

2. 社友參加國際會議能夠直接以華語溝通。 

3. 以中文申辦扶輪基金獎助金, 簡單明瞭, 大幅增強台灣主辦國際服務計劃之主導地位。 

4. 若華語成為 RI 正式出版品語文，RI 每年將為台灣支付翻譯行政費用，我們可以節省〝自行請人翻 

譯 RI 重要文獻〞的經費。 

5. 台灣則因此成為一個獨立旳扶輪地帶，而不必與鄰近國家合併。（韓國將於近年內成長為 Zone 9 &10，

屆時台灣社員人數若未達 35,000 人，則可能必須與印度或孟加拉共組為一個地帶）。 

如果能於 2014 年底前台灣社員人數達到 35,000 人以上的目標，再藉助於 RIPN Gary 擔任 2014-15 國際

扶輪社長之能見度，台灣將因此在國際扶輪舞台上發光發熱，也為我們的國家在外交孤立無援的困境中

略盡一分心力。讓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讓台灣的明天會更好。 

2011-14 國際扶輪 10B 地帶扶輪協調人 謝炎盛 Electro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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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6 月 15 日   第 1359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主講者凌群策略整合公司顧問侯文治先

生、來賓正坤針車公司董事長蕭慶安先生、

大協科技門窗有限公司董事長黃文平先生、

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Tom 夫人、P.P.Wood 夫人生日

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P.P.Wood 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屏東廠

落成，謹訂於六月二十三日(星期日)上午

十一時假屏東縣九如鄉三塊村三民路330

號舉行。 

 社友 Toms 介紹主講者： 

姓名：侯文治先生 

學歷：密西根州立大學媒體管理所碩士 

曾任：東森媒體總管理處策略規劃部經理 

東森電視台企劃中心經理 

緯來電視網總理室主任 

森良企業顧問公司顧問 

現任：凌群策略整合公司顧問 

凱洋聯合行銷公司顧問 

台灣菸酒公司行銷講座講師 

多所大學廣告系、大眾傳播系授課 

廣告行銷的運用技巧 

  

 

 

 

 

 

 

 

 

 

 

凌群策略整合公司顧問侯文治先生 

廣告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刺激甚至創造對

某一產品，服務和想法的需求或者態度改變。除

了廣告，影響需求的其他因素還有價格和替代

品。廣告要達到目的的主要途徑是創造產品品

牌。當足夠的品牌忠誠度建立之後，不用花費過

多的廣告費用卻將使消費者很容易忽視本產品

的價格，忽視競爭對手的產品，只關注本品牌的

產品，並且很高興向該企業提供建議和意見。也

就是說該企業擁有了品牌特權，只要該品牌一在

消費者頭腦中掠過，很快他們就把該品牌和企業

生產的一系列產品聯繫起來，並且和其他的產品

區分開來。比如說，耐吉，這個品牌就象徵了年

輕活力的運動系列產品。 

普遍商業廣告媒介包括：廣告欄，印刷傳

單，廣播，電影和電視廣告，網路橫幅，網頁彈

出式廣告，空中廣告，公共汽車站台，雜誌，報

紙，推銷員工，公共汽車側身，計程車車身，日

常用品，商品標籤，音樂和視頻，以及某些票券

背面等等。廣告主願意付費以宣傳其企業和商品

達到其預期目的的任何媒介都是廣告的形式。 

【廣告的類型】 

(1)告知性廣告：建立消費者的基本需求。如臍

帶血廣告。 

(2)說服性廣告：建立消費者對特定品牌的選擇

性需求。樹立對其品牌鮮明、偏好的印象。

如蠻牛、保力達 B廣告。 

(3)提醒性廣告：恢復消費者對品牌認知之印

象，需要時會聯想到該品牌。如中秋節前的

烤肉醬廣告。 

(4)比較性廣告：在消費者心中建立「自己品牌

的專業性或優越性」。如嬰兒尿布廣告。 

(5)增強性廣告：讓消費者確信自己作了正確的

選擇。如銀行等金融機構或是房屋仲介公司

廣告。 

最成功的品牌建設是將該品牌名稱和標識

融入日常生活中，融入生活用語中，成為一類產

品的代名詞。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候文治先

生，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六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中午例會為前社長

日，經過抽籤擔任職務者為：社長 Trading、

秘書 Fuku、聯誼 AL、糾察 Eric、節目介紹人

Shige、出席 St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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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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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李榮鏗、 

林金結、劉炳華、吳振斌。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社友曾韋傑先生因事業繁忙，申請 

退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三案：來賓蕭慶安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 

異議謹訂於七月七日(星期日)例會 

時進行入社儀式。 

第四案：社友林金結先生因生涯規劃，申請 

轉社至土城中央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前社長郭昭揚先生申請免計出席。 

請討論。 

決  議：通過，前社長郭昭揚先生年齡 70 

歲、社齡 25 年，已達到申請資格。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年度結餘款贊助社區服務。請討 

論。 

決  議：轉至愛心基金會，認養家扶中心貧 

困孩童。 

友社交接 

【板橋扶輪社】 

時間：7月 1日(星期一)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中區扶輪社】 

時間：7月 1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 

【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7月 2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7月 5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 

時間：7月 8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 

時間：7月 9日(星期二)17:30 

地點：土城雲林鵝肉城 

 

輕鬆小品~人民幣越來越像樣了!              ~感謝社友 Duval 提供 

五年前為了包二奶，買下一間人民幣 40 萬元的房子給二奶住，每個月給二奶 3000 塊花用。 

今年跟二奶分手了，把房子賣了，實得 120 萬，算下來白玩了二奶五年多，最後還倒賺了 60 萬。 

感謝人民，感謝黨，感謝房地產!原來包二奶也是一種投資。 

後來被老婆知道了，老婆一個巴掌甩過來，你怎麼那麼笨!幹嘛只包一個? 

 

輕鬆小品~錯怪!!                            ~感謝社友 Life 提供 

木與小玉夫妻倆今天大吵了一頓，小玉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早知道就聽我媽的，不嫁給你 

了!」。 

阿木愣了一下，緩緩地問：「你是說…你媽曾阻止你嫁給我?」。 

小玉點了點頭。 

阿木用力地捶了一下桌子，說：「哎!這些年來我還真是錯怪她了!」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二日 

第 136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張茂樹先生 

主  講  者：亞太生物技術移轉公司 

負責人 郭書祥先生 

講      題：談台灣蝴蝶蘭產業 

 

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九日 

第 136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宏社友(74.06.25)2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15 日   第 135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7 名 

免計出席：                       5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right、Frank、Herbert、 

Jerry、Jeremy、Lankes、Ming-Long、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ENT、Hero、Picasso、Sunny、Tony、 

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2 月 06 月 15 日   第 1359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131,400

AL 4,000 Toms 2,000

Stock 500  

小計：      $6,500 總計：   $1,137,9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281,600

Stock 10,200  

小計  ：   $10,200 總計：   $1,291,800
 

友社授證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16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土城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五)17:30 

地點：金龍鳳餐廳 

【台北安東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6月 29 日(星期六)17:30 

地點：首都飯店 

【樹林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水產大餐廳 

【三重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時間：7月 20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 

 

板東扶青團交接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4:00 

地點：社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