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22 日  第 1673 次例會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作家黃正昌先生、廣祥石材有限公

司經理林聖家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

本社。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

「春夏秋冬」、「得意的笑」。 

敬祝 P.P.K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Tiger、P.P.Hero，結婚週年快樂! 

 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六月份還有幾場友社授證，人數尚還不足， 

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社友黃健豪Taylor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正昌先生 

曾任：海洋生物科技總經理 

Shopping More網路商城總經理 

六福村餐飲集團創意總監 

現任：知名作家 

合唱團男高音 

業餘魔術師 

模仿秀達人 

亞東劇團專業演員 

榮譽： 2011著作⚜30秒打動人心說話術 

2015著作⚜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2017著作⚜愛藏在這裡，通往幸福的 

人生潛規則 

2019著作⚜教養相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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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作家 黃正昌先生 

富不學習富不長、窮不學習窮不盡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一句話的力量，

可以讓人離苦得樂，也可以讓人憤恨難消。 

可以讓你心花怒放，也可以讓你怒髮衝冠！ 

為什麼有人口若懸河，但是，你還是很難喜歡他？ 

為什麼有人笨口拙舌，但是，你就是喜歡他？ 

經營人際關係，最重要者首在溝通。 

我們人要不停學習，才會思考進而改變行為模

式和結果。 

反應太快是種病，99%來自溝通不良，溝通不是

在說服別人，而是找到彼此的交集，有交集就不

會焦急，交心才有交易。 

溝通有各種目的，但是，創造人際魅力，讓身邊

接觸到你的人，個個如沐春風，印象加分，讓你

走到哪裡都受人歡迎，絕對是人人希求的。而且，

這種「人際桃花」可不限於兩性相互追求的場域，

無論是在日常生活的人際互動、在工作職場、在

商業談判、在行銷業務、在婚姻關係、甚至在新

的社群時代，如何一開口就切中人性，受人喜愛，

以順利達陣，這可是門值得修習的妙學問！ 

什麼時候該說實話，什麼時候又該說禮貌正面

的話？──關鍵在於「時機點」，而且說出的話

要有共通目的，一定都是「為了對方好」。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車馬費、小社旗予黃作家感謝其精彩分

享。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樹林扶輪社授證 38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7:30 註冊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樓 

 

友社交接 

【板橋扶輪社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 1日(星期日)17:3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三樓圓滿廳 

【板橋南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2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板橋西區扶輪社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8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富基漁港 

 

扶輪數據-扶輪與根除小兒痲痺 

2 國 

仍然有野生小兒麻痺病毒蔓延的國家(阿富汗 

和巴基斯坦) 

1,800 萬人 

原本會得小兒痲痺今天卻能走路的人 

4 億人 

每年接受扶輪社及其夥伴接種疫苗的兒童 

19 億美元 

扶輪為根除小兒痲痺所捐獻的數額 

80 億美元 

由於扶輪的倡導工作，各國政府為根除小兒 

痲痺所捐獻的數額。 

400 億至 500 億美元 

到 2035 年根除小兒痲庳為止，估計節省的保 

健費用。 

3 美元 

保護兒童終身免受小兒痲痺威脅的費用。 



2019 年立法會議訊息 

提升扶青團 

2019 年立法會議，提升了扶輪青年服務團的地位。這一改變擴大了國際扶輪會員的定義，把扶

青團列入其中。此一改變旨在增加扶青團從國際扶輪獲得的支持，並提高他的服務能力。 

在許多方面，扶青團的體驗不會改變。扶輪社仍將授證和贊助扶青團。扶青團仍將有自己的模

範章程與獨特的社團體驗。扶青團的成員不會被稱為扶輪社員。扶青團不會立即支付會費或獲

得其他福利，例如扶輪社收到的公式雜誌。立法會議將會決定會費架構。 

該措施只是擴大了國際扶輪會員的定義，使扶輪社和扶青團都包含在內。 

每三年，來自世界各地扶輪地區的代表在美國伊利諾州芝加哥舉行立法會議，審議各項對於管

理國際扶輪的章程文件的修改建議案。今年的立法會議審議了 100 多項建議案。 

會費增加 

至於會費，立法會議通過自 2020-21 年起三年內每一年微幅各增加 1美元。前一屆立法會議將

2019-2020 年的會費定為每半年 34 美元。 

隨著增加，扶輪社為每位社員支付國際扶輪的會費將在 2020-2021 年度每半年增至 34.5 美元，

在 2021-2022 年度每半年增至 35 美元，在 2022-2023 年度每半增至 35.5 美元。在未來的立法

會議投票改變之前，會費不會再次提高。 

 

 

扶輪 ABC-與扶輪社關聯的婦女團體 

有些非常有意義的扶輪服務活動並非由扶輪社員舉辦，而是由社友夫人及世界各地與扶輪

社關聯的其他女性親屬所舉辦。一般來說，在女性加入扶輪之前，這些團體就已經在服務，而

且仍在繼續服務。這是社友夫人支持扶輪服務理想的一種方式，對她們的社區造就寶貴的貢

獻。 

婦女團體---通常被稱為 Women of Rotary,Rotary Ann Clubs,La Masde Rotary 或正式的

組織，Inner Wheel(內輪會)---每年都舉辦數以百計的重要的人道關懷服務計劃。她們服務的

對象包括學校、診療所、食物與衣物發放中心、醫院設施、孤兒院以老人之家。很多場合，婦

女團體是在配合及輔助扶輪社執行的服務計劃。許多婦女團體不僅舉辦地方性的服務活動，也

積極舉辦國際性的服務計劃。 

在很多國家，稱扶輪社友夫人為”Rotary Anns”(羅她利安)，這是 1914 年在休士頓舉行

的扶輪年會開始的傳統。在前往年會的火車上，只有一位社友夫人。社友們認出這位名叫安的

夫人，稱她為“扶輪社友的安“(Rotarian’s Ann)—這個稱呼很快變成 Rotary Ann—並製作了

一首 Rotary Ann 歌曲，當們們抵達休士頓車站時，發現歡迎團內也有一位叫做 Ann 的社友夫

人，大家熱烈唱起 Rotary Ann!因此，Rotary Ann 成為扶輪社友夫人親蜜的稱呼。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九日 

第 167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六日 

第 1675 次例會 

為舉辦本社【第三十二、三十三屆新舊任 

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故延至七月七日 

(星期日)舉行。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二樓如意廳 

時間：註冊聯誼-下午 5時 30 分 

鳴鐘開會-下午 6時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22 日  第 1673 次例

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David、Frank、

Kenny、Obama、Otoko、Tetsu、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陳世君社友夫人(74.07.01) 

薛松茂前社長夫人(35.07.02)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6 月 22 日  第 1673 次例

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90,500

Al 4,000 Junior 300

Dental 200 Polo 100

Hero 2,000 Tetsu 2,000

James 2,000 Tiger 4,000

Jason 100 Wood 2,000

小計：      $16,700 總計：    $1,307,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62,100

Shige 5,200 Tetsu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1,272,500
 

地區總監當選人張秋海

Audio 蒞臨公式訪問 

*時間：7月 20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程序：11:00 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會晤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 

委、國際主委、青少年主委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孩童 

13:3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3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