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第 29 屆理事當選人 
本社第二十八屆常年大會，謹訂於今日例會

中 召 開 ， 並 在 會 中 舉 行 第 二 十 九 屆

(2015-2016 年度)理事之選舉，本社每屆理

事人數十五位，根據模範扶輪章程細則規

定，扣除當然理事(社長、甫卸任前社長、

社長當選人、副社長、秘書、會計、糾察)

七位，本日將再產生八位理事，同時於選舉

後，馬上召開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希望藉著參與這項深富意義的歲末感恩活

動，將社會的溫暖分享給每一個弱勢家庭，

提供弱勢家庭親子同樂的機會 

時間：12 月 7 日(星期日)10:00 

地點：樹林高中  

（新北市樹林區中華路 8號） 

協辦：板橋東區社、板橋東區扶青團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第 24 屆書法頒獎典禮暨與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 :12 月 20 日(星期六)12:3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主辦單位：新北市書法學會 

協辦單位：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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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22 第 1434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主持： 

歡迎主講者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總經理江

慶鐘先生、秘書吳宥錡先生、板橋東區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長黃嘉瑩小姐、前團長孫孝儒

先生、前團長鄭翔隆先生、秘書周忠治先

生、團員黃冠穎先生、夏姿晴小姐、廖哲賢

先生、洪瑋玲小姐、鄭積浩先生、謝準堤先

生、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Junior、P.P.Tea、Archi、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Tiger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Land、Jason、P.P.Eric、

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黃嘉瑩小姐

致詞：敬邀各位 Uncle 參與我們扶青團下午

三時假社館舉行之例會，此次例會專題演講

內容為防身術。 

 代理秘書 Hero 報告： 

(1) 下週六例會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

六)，適逢九合一選舉故休會乙次。 

(2) 第二分區高爾夫球聯誼賽，謹訂於十一

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假大

溪鴻禧高爾夫球賽舉行。 

*參加人員：OTOKO、IPP LOBO、PP JUST、

HERO、TIGER。 

(3) 十一月份板橋東區高爾夫球友誼賽，謹

訂於十一月二十七日(星期四)上午十

一時十分假台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4) 第三組爐邊會議，謹訂於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橋海釣族

餐廳舉行。 

 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江慶鐘先生 

出生：57 年 10 月 20 日 

學歷：協和工商 

曾任：台灣加盟連鎖促進會秘書長、財團法 

      人中央畜產會執行顧問、中華民國休 

閒農會發展協會顧問、台北/板橋市

農會顧問、台灣農委會休閒農漁園區

審查及輔導委員…等。 

現任：台北找茶園董事長、六星集足體養身 

會館總經理、GSP 優良商店北區聯誼 

會會長、台灣足體養身協會理事長、 

台灣新竹縣農會顧問     

服務創新-我的六星集成功經驗 

  

 

 

 

 

 

 

 

 

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總經理 江慶鐘先生 

傳統服務業，創新經營模式，超奇怪的內規，創

造出年收入四億元，六星集是如何成功的呢?  

全球按摩界唯一通過 ISO 認證 

全台擁有五家分店的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是按

摩界唯一通過 GSP 與 ISO 認證。 

巔覆感受 

 六星集在創業中的道路上，不間斷的追求體貼與

創新，繼臺北經營模式成功後，在新竹成立了全

臺灣最大的複合式健康美麗園區，占地面積

15,000 平米，結合了按摩、美容、瑜珈、會議、

美髮、渡假、餐飲的消費服務，園區東南亞的異

國風格設計，讓入園民眾宛若在國外度假的感

受。 

服務貼心化 

顧客預約完成,立即發送簡訊,預約時抵達前一

小時再度預約提醒。 

提供顧客全區域無線上網、智慧型手機充電器。 

服務時間透明化，使用計時器。 

提供顧客前 3分鐘，可更換老師。 

服務後滿意度調查。 

客訴事件發生，老師立即停止服務顧客，經輔

導總監技術審核通過，方可恢復。 

管理即時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設置 APP 群組，即時掌握。 

每週公告。 

重視顧客意見，分店處理，客服部門再度諮詢

滿意度。 

獎懲管理制度化。 



每月舉辦職等考試，給予升遷獎金激勵。 

每月、每季發放禮金，激勵禮券銷售。 

教育訓練 

分層級教育訓練。 

每月總公司教育訓練一天。 

分店自我訓練二小時。 

高階回訓課程舉辦。 

訓練後執行滿意度調查及會館反應事項調查。 

輔導總監蒞臨各會館檢測技術。 

搶救失業，推拿就業保證班。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致贈江總經理小社

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Frank、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情況。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十一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二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劉孟賜、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 

黃伯堯、張正鳴、呂仁團、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 

陳偉信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一五~二○一六年度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人選。請討論。 

決  議：前社長劉炳華(P.P.Stock)擔任。 

社區服務-校園兒童青少年憂

鬱防治輔導計畫宣導講座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五)14:20-15:00 

地點：板橋海山國小(視聽教室) 

課業、同儕團體…等，皆是現代青少年常面

臨到的壓力，如何幫助青少年面對、紓解壓

力，我們透過座談、演講以及團體輔導等方

式教育社區民眾，以增長生活能力亦藉此提

昇心理衛生教育、落實社區教育化。 

 

 

 

 

 

 

 

 

 

新北市生命線李理事長感謝本社重視青少年 

心理關懷宣導活動 

 

友社授證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12 月 4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彭園會館三重店 4樓宴會廳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 6號 4樓) 

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活動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日)12:30 報到 

活動地點：大觀書院(板橋區西門街 5號) 

參加人員：賴彥廷 

 

2015-16 年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12月28日(星期日)09:30報到、聯誼 

地點：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假飯店 

參加： 

社長 陳萬祥 Roberta 

秘書 謝堂誠 Land 

助理總監 劉炳華 Stock 

扶輪基金主委 邱明政 Masa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1月10日(星期六)  

          12:00五樓報到、享用便當 

          13:00三樓鳴鐘開會 

          13:30專題演講 

14:30鳴鐘閉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291號) 

主講者：財團法人肝病防治學術基金會 

董事長 許金川先生  

講  題：遠離肝苦很簡單 



本週節目 

十二月六日 

第 1436 次例會 

 召開第二十八屆常年大會，選舉第二十九

屆(2015-2016 年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二十九屆(2015-2016 年

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三日 

第 1437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一萬個圓夢計劃致贈弱勢家庭 

   孩童聖誕禮物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前社長(65.12.06)38 年 

洪敏捷前社長(65.12.12)38 年 

 
 

恭賀 
社友 張宏陸(Aero)連任當選新北市議員 

高票當選 

板東之光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賴建男暨全體社友 敬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11月22日   第143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Coach、Dental、 

Herbert、Kevin、Picasso、Smile、Tiger、 

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Lawy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11月22日   第143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508,268

Cathay 2,000 Masa 1,000

Eric 2,000 Master 1,000

Gary 4,000 Otoko 3,000

Hero 1,000 Polo 1,000

Jason 2,000 Roberta 2,000

Junior 4,000 Stock 2,000

Kenny 1,000 Toms 1,000

Land 2,000 Trading 1,000

Lobo 1,000 江慶鐘 3,000

小計：      $34,000 總計：     $542,268

 

扶青團 承上期：   $36,000

Eric 5,000 Master 1,000

Hero 1,000 Otoko 1,000

Jason 1,000 Roberta 2,000

Kenny 1,000 Trading 1,000

Lobo 1,000  

小計：     $14,000 總計：     $5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48,400

Cathay 5,200 Gary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558,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