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8 日   第 1390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尚揚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執行

長楊少明先生(台北福友扶輪社社長 Paul)、

秘書張嚳比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

長孫孝儒先生、秘書黃嘉盈小姐、團員謝準堤

先生、鄭積浩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

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Polo、Sunny、P.P.Shige 夫人、

P.P.Land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D.G.Trading，結婚 49 週年快樂! 

 秘書 Hero 報告： 

(1)感謝社長 Lobo 致贈全體社友桔子禮盒。 

(2)感謝社友 Kenny 致贈全體社友彌月蛋糕，

並準備素佛跳牆、素麵線與大家分享。 

(3)社友陳萬祥(Roberta)與陳又禎小姐謹訂

於中華民國103年 1月 19日(星期日)晚上

六時假台北圓山大飯店 V樓敦睦廳舉行。

並準備二盒喜餅與大家分享。 

(4)下週一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例會為過年前

最後一次例會，社長 LOBO 為大家加菜，請

社友踴躍出席例會。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孫孝儒致詞： 

首先向各位 Uncle 拜個早年，並祝各位笑口常

開、馬上快樂，參與扶輪、馬上幸福。吃飽飽、

睡飽飽、賺錢賺的飽飽飽。 

 前社長 Shige 介紹主講者： 

姓名：楊少明先生 

學歷：政治大學全球台商班、 

政治大學企業家經營管理研究班、 

輔仁大學管理研究所 MBA。 

   現任：尚揚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諾頓國際投資事業(股)公司董事長、 

台北福友扶輪社社長。 

   榮譽：輔仁大學管理學研究所所友會理事長、 

中華兒童青少年全人教育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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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溝通說話術 

  

 

 

 

 

 

 

 

 

 

 

 

尚揚國際文教事業有限公司執行長 楊少明先生 

有備無患 事先準備 

‧隋棠和老婆誰比較漂亮 

‧你和上任社長比起來怎麼樣 

‧她是××扶輪社有此以來最美麗的社長 

‧你有沒有上過酒家/夜店 

如何讓人喜歡你 

‧破冰/自我介紹 

‧對你們有何好處 

‧印象/形象 記住他的… 

‧共同交集 敵人 

‧找出他的得意的事 專長/興趣 

‧稱讚別人 讓他們感覺到他很重要 

如何讓上司喜歡你 

‧過去成功與失敗的例子 

‧傾聽他當年的奮鬥過程 

‧好為人師努力不懈 恭請指導 

‧不要喧賓奪主 不要功高震主  

如何稱讚上司/老闆  

‧聰→納魯肅於凡品  ‧明→拔呂蒙於行陣 

‧仁→獲于禁而不害  ‧智→取荊州不血刃 

‧雄→據江虎視天下  ‧略→屈稱臣於陛下 

如何讚美            讚美三大 Level 

‧真誠/及時         ‧外表/服裝/年紀 

‧具體/明確         ‧事情或工作績效 

‧第三者            ‧品格/人格特質 

如何稱讚女性 

1.優雅 活力 青春  輕熟女 熟女 名模 粉絲 

2.外型 性感 魅力  正妹 美魔女 資深美少女 

3.氣質 高貴 儀態  與○○ ××同年輕 

對女人要講 

‧我會一直永遠在你身邊 

‧真的受不了就辭職  我會養你一輩子 

‧為了你  我會變的更優秀的 

‧我會讓你成為世界上第二幸福的人 

女性喜歡問的問題/感覺  

‧喜歡問否定問題  又希望聽到肯定的答案 

‧最近我是否變老  變胖  變醜 

‧我覺得你不像以前那樣愛我了  想去美容 

長得“沒那麼”漂亮的女性 

反而是上帝給她最好的禮物  化阻力為助力 

如何稱讚男性 

‧外型  英俊高大  溫文儒雅 

‧內涵  器宇非凡  貼心 

‧事業  膽識 太太 子女 

‧才華  才識 霸氣 格局 

對男性講的話 

‧你知道  我很相信你 

‧你一定有辦法  解決這個困難/問題 

‧我永遠支持你的 

人性是 尤其是男人  在他很累(沮喪)的時候 

‧他需要的是“幫”他  做什麼 

        不是“叫”他  做什麼  

Eg：還沒吃飯嗎？ 

如何批評(責罵) 

‧具體、明確 

‧只否定這件事，不是所有事(更不是整個人) 

‧先感謝，再責罵，Ending 鼓勵 

‧情緒化致詞 vs 內心感受的語言 

‧「你加班加了那麼多天」 

‧「你的小孩生病住院了，你都不能去看他」 

‧「別的單位又不能夠配合」 

‧你的功勞，你的苦勞，你的委屈，我通通知道 

‧做為一個朋友/同事，我完全可以了解你。但

作為一個管理者/上司，我必要處理。 

好的習慣性口頭禪 

‧很好 很棒 你做得很好 

‧你看起來很棒 變瘦 變年輕 氣色很好 

‧這太太真好 

不好的習慣性口頭禪 

‧不行 這樣行不通 no way 

‧你聽懂我的意思嗎？ 不可能 別傻了 

‧這件事務必 給我 準時完成！ 

有備無患的台詞  

‧長相不是我們能決定的笑容 

‧放下總是不捨 改變總是很難 

‧我可以接受失敗 

感覺很有深度的話 

‧你講的不一定對      但是 



‧我們不需要強人      但是 

‧你們可以哭泣        但是 

‧歷史可以原諒        但是 

‧痛苦會過去          但是 

‧我不是公司最努力的  但是 

‧你們沒有錯          但是 

直接讓你難堪的問題 

‧治安這麼差  你應該下台 

‧你的文章這麼不好  還敢發表 

‧你喝酒總是誤事 趕快把酒戒了吧 

假問題  不必真回答 

‧我們在追求什麼 人生的意義是什麼 

‧和 Boss/wife 理念不合 不了解他 個性差太多 

‧這件衣服  這個包包好貴喔！ 

如何測試對方隱瞞或欺騙 

‧提出一個相似的情境問題  

‧不自在試圖轉移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執行長楊少

明先生小社旗，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 

時間：1月 11 日(星期六)11:00 

地點：板橋火車站地下樓廣場 

天氣越來越冷了，傳統中國春節的年味越來

越濃厚，在年終歲末之際，本社與新北市運動書法

協會、新北市生命線協會，特別安排「捐發票送春

聯」活動，只要捐贈一張發票即可兌換一張喜洋洋

春聯，所募得發票將捐給「新北市生命線協會」作

為珍愛生命輔導工作之用途。 

此次，捐發票送春聯的活動，由新北市運動書

法協會全體會員們，現場揮毫，以行書及楷書不同

書體，寫出新春祝福春聯─「春」、「福」、「招財進

寶」…，將喜氣的年節氣氛及祝福，傳遞給有愛心

的民眾們，讓民眾一起共襄盛舉，在作公益的氣氛

中，歡度金馬年。 

 
 
 

 

社區服務-頒發孩童勵志獎助金 

時間：1月 12 日(星期日)09:00 

地點：土城國小(土城區興路 17 號)   

本社與台灣慈幼會本著『關懷今日兒童，造福明日

社會』的精神，給予新北市貧困學童更多的關懷和

照顧，希望為民族的幼苗，貢獻出我們的力量，造

福更多的孩童。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五日 

第 139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一日 

第 1392 次例會 

 適逢春節連續假日，故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二月八日 

第 1393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春節晚會暨第三次爐邊會」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二月九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南擔仔麵餐廳舉行。 

 爐主：張宏陸、程文金、張富逸、王信興 

賴光明、周肇原、鄭德文、蔡宗原 

連耀霖、李錫泉、賴建男、薛松茂 

蕭慶安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1月18日   第139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8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Gary、Herbert、Jeremy、Kevin、 

Ming-Long、Picasso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58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34 年 

陳明忠社友(69.02.02)34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1月18日   第139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882,800

AL 2,000 Land 2,000

Cathay 2,000 Lawyer 1,000

Dental 1,000 Lobo 4,000

Eric 1,000 Otoko 1,000

First 1,000 Polo 2,000

Fuku 3,000 Shige 2,500

George 1,000 Stock 8,000

Hero 1,000 Tiger 1,000

Jason 1,000 Trading 3,000

Junior 1,000 楊少明 3,000

Just 500  

小計：     $42,000 總計：    $924,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33,000
Alumi 5,200 Justice 5,200
Cathay 5,200 King 7,700
Dental 5,200 Land 7,700
ENT 5,200 Lobo 17,000
First 10,200 Long 5,200
Fuku 5,200 Polo 7,700
George 5,200 Toms 5,200
Hero 7,700  
小計：     $104,800 總計：     $737,8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57,500
AL 1,000 Lobo 1,000
Eric 2,000 Otoko 1,000
Fuku 1,000 Stock 1,000
George 1,000 Tiger 1,000
Hero 1,000 Tony 1,000
Kevin 1,000 Trading 1,000
Land 1,000  
小計：      $14,000 總計：     $71,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