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18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 月 21 日(星期日) 
09:30 報到、10:00 開會、18:15 晚餐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2F 長榮廳 
*參加： 
社長 羅致政 Master 
秘書 江基清 P.P.AL 
社員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防止社員流失主委 郭昭揚 P.P.James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3 日   第 1563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輔仁常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

系主任楊君琦小姐、馥華集團採發部經理

游伯湖先生、社友 Tetsu 未婚妻王蓓恩女

士、扶青團團長當選人張以柔小姐、領唱

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心肝寶貝」、「得意的笑」。 

敬祝 I.P.P.Roberta、P.P.First，生日快樂! 

敬祝 Tom、Benson，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五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六月一日(星期四)授證當天，社內下午

四時在板橋馥華飯店，有安排一部 32

人座大巴士，可以接駁前往台北萬豪酒

店，因座位有限，請要搭乘之社友寶眷

盡速登記報名。 

(3) 5/20、5/27 二次例會為授證籌備會議，

敬邀社友夫人蒞練習授證歌曲。 

 社友翁仁禮 Leo 介紹主講者： 

姓名：楊君琦小姐 

學歷：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商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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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輔仁大學人事室主任 

輔仁大學管理學院學程主任 

現任：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探索職場情緒管理與新世代

價值觀 

 

 

 

 

 

 

 

 

 

 

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楊君琦小姐 

你今天心情好嗎？ 

正向情感：表達一種贊成的評價或感覺 

負向情感：表達相反的感受 

情緒會讓我們不理性嗎？是 

顯露或經歷情緒會讓人看起來脆弱、敏感或不

理性。研究證明，情緒對理性思考很重要。 

情緒會讓我們更合乎道德嗎？是 

道德行為者許多決策是基於情緒與情感，此時

情緒反應通常是件好事。 

情緒與心情的來源 

一週中的某天 

一天中的某時 

人格特質 

天氣 

壓力 

社交活動 

睡眠 

運動 

年齡 

性別 

職場情緒管理-EQ 

情緒智力(EQ) 

-同理心：你是不是情緒盲？ 

-自我管理：你是否可以延宕滿足？可否有效處 

理自己的負面情緒。 

-關係管理：溝通策略、影響別人的情緒 

-自我察覺：瞭解自我的感受 

新世代職場價值觀 

價值觀：一種基本信念，認為某種特定的行為

模式或事物的最終狀態優於相反或對立的行

為模式或事物的最終狀態。價值觀影響態度與

行為。 

管理的定義：優先順序。如何瞭解優先順序？ 

各世代的價值觀 

類別 進入職

場的時

間 

目前大

約年齡 

主要的工作價值

觀 

嬰兒潮

世代 

1965- 

1985 

40-60 成功、成就、野

心、厭惡權威、

忠於事業 

X 世代 1985- 

2000 

接近 

30-40

初 

工 作 與 生 活 均

衡、國隊合作、

不喜規範、忠於

人際關係 

千禧世

代 

2000

迄 

今 

Under3

0 

自信、財富、可

獨立作業、團隊

導向、忠於自我

及人際關係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楊

教授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5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葉進一、劉炳宏、張正鳴 

周正義、呂仁團、謝堂誠、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四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三十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時間：6月 1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萬豪酒店五樓萬豪一廳(台北市中山區樂群二路 199 號)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排、結

束後收拾 

張正鳴 邱顯清、張富逸、賴光明 

陳木欽、黃俊哲、林順正 

交通組 

下午 04:00 

統計接駁巴士乘客 吳得利 陳萬祥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江基清 呂仁團 

攝影組 

下午 04:3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林忠慶 楊耀程、翁仁禮、郭金興 

蕭慶安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洪敏捷 程文金、吳晉福、李水日 

黃伯堯、王世原、黃明志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入

座 

葉進一 張宏陸、郭祐福、許國騰 

郭昭揚、謝堂誠 

姐妹社接待組 

下午 04:30 

姐妹社各項活動餐飲及作陪

人員之安排 

劉炳宏 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 

林振哲、劉炳華、張茂樹 

郭道明、黃文龍 

頒獎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周正義 徐明偉、劉孟賜 

紀念品組 

下午 05:30 

分發紀念品給與會來賓 陳嘉偉 黃健豪、吳振斌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薛松茂 李榮鏗 

特刊組 編印紀念特刊 賴建男 鄭德文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配帶年度紅色領帶出席，並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5:00 以前抵達 

會場迎接友社社友蒞臨。 

 

友社授證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第二宴會廳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4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5月 25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7樓) 

【北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日期：5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雙岩龍鳳城(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278 號)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彭園餐廳-新北市政府 1樓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1 樓) 

【樹林芳園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六)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新北市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7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日) 

*地點：徐家堡餐廳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 329 號)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日 

第 1564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七日 

第 1565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徐明偉社友夫人(65.05.20) 

 

恭喜 

前社長 陳萬祥(I.P.P.Roberta)喜獲公子 

 

弄璋之喜 
 

板橋東區扶輪社全體社友 敬賀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13 日    第 1563 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9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Herbert、Navigare、Obama、Taylor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5月 13日   第 156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391,229

AL 500 Land 500

Cathay 200 Leo 1,000

First 6,000 Tea 500

Hero 3,000 Tetsu 2,500

Jason 1,000 Trading 3,000

Kenny 1,000  

小計：     $19,200 總計：    $1,410,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56,800

Bright 7,700 Junior 7,700

Cathay 20,400 Just 7,700

First 12,700 Taylor 7,700

Jason 10,200 Tetsu 7,700

小計：      $81,800 總計：    $1,538,600
 

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

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蒞台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劉孟賜、洪敏捷、郭祐福、郭昭揚、 

張正鳴、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 

林振哲、劉炳華、黃俊哲、黃文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