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21 日  第 1747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國騰 Life： 

歡迎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國 

嘉女士(新世代社 D.V.S.Linda)、領唱老 

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Junior、P.P.Tea、Archi、 

P.P.Stock 夫人、Junior 夫人、Tiger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P.P.Land、I.P.P.Jason、P.P.Eric、 

P.P.Cathay，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世界 

第一等」、「外婆的澎湖灣」。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代理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恭喜社友林聖家 Stone 於十一月十

一日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喜獲千金。 

(2). 感謝社友張榮智 Jimmy 致贈全體社

友桌曆。 

(3). 社區服務-浮洲夜跑活動，謹訂於

十一月二十八日(星期六)假新北

市板橋區浮州自行車租借站(新北

市板橋區環河路)舉行。 

*16:20 開幕式、19:00 頒獎、21:00

活動結束。 

*請報名參加人員穿著運動衫出席

活動。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

山活動，謹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

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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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時社內會準備早餐，敬請社伉

儷穿著社長 POLO 致贈之風衣外

套準時出席活動。 

 代理糾察江基清 P.P.Al 主持歡喜紅箱

時間。 

 前社長賴建男 P.P.Otoko 介紹主講者： 

姓名：李國嘉女士 

學歷：加拿大國立皇家大學 RRU-MBA 畢 

業、北京大學企業創新管理研修 

班結業、政治大學推廣教育勞資 

爭議碩士學分班、北醫大繪畫藝 

術運用心智圖法與行為職能學士 

班結業、台北海洋技術學院101年 

傑出校友。 

曾任：2017-2018 新北市新世代扶輪社社 

長 

現任：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新藝種苗 

園負責人、中華民國紳士協會總 

會發言人/認證講師、全人文創有 

限公司副總經理 

榮譽：中華民國乙級就業服務技術士、 

國際認證 SoulCollage®心靈拼貼 

指導員 Success Institute 超級 

成功學研修班結業、B.M 記憶學師 

資班研畢、新活藝術帶領者。 

撩人也撩心～打動人心溝

通術 

 

 

 

 

 

 

 

 
 
 

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李國嘉女士 

不論是在職場，親情，感情，友情，各式各樣

的關係之中，溝通是一切行為的基礎與成功

的關鍵。 

溝通並不僅是一項技能，溝通是一種思維模

式，更是一種心智態度。 

溝通的方式：語言溝通與非語言溝通。 

了解自我在團體組織中的定位與角色任務：

你了解自己嗎？ 

贏得好人緣 

溝通的最基本技巧：美好的人際關係：從不起

眼的小事，一言一行累積好感。 

1.經常微笑：如何告訴對方，我喜歡你。 

2.記住對方的姓名：姓名對任何人而言，都是

最悅耳的聲音。 

3.洞察肢體語言：小動作洩漏內心的真正想

法觀察及運用肢體的小技巧，讓你人際關

係加分。 

4.活用社交軟體：資訊分享，廣結人脈社群。 

打動人心的溝通術 

讓你擁有好人脈高人氣的秘訣 

1.同理心：你顧及他的感受，你照顧他的利益，

你關注他的想法在你心中，他，很重要! 

2.真誠讚美：讚美要像射箭，正中對方靶心。 

3.聆聽：聆聽的層次。 

4.說話力：不冷場的對話，讓人喜歡與你交談 

學習接話技巧營造快樂的談話節奏，勇於

學習表達力。 

5.落實溝通技巧實務操作：你懂溝通了嗎? 

一個人的成功，15%取決於專業技能，85%取決

於溝通協調的能力。 

溝通是一種『乘數』的效果，你的學問及本領

要發揮到最終的效率，就要靠溝通。不要因為

溝通不良，讓多年學習的專長無法發揮。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李國嘉女士精彩

演說並致贈與會社友小禮物。 

 代理糾察江基清 P.P.Al 先離席，由前社

長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萬人反毒公益路跑 

活動時間：11 月 1 日(星期日)04:30 

活動地點：凱達格蘭大道前廣場(出發起終點)   

  
 
 
 
 
 
 
 
 
 
 

 

 社長 Polo 伉儷率領社友寶眷一同參與台北萬人反毒公益路跑，為明年 6月即將在台北舉辦 

的國際扶輪年會揭開序幕，我們要讓國際扶輪社友感受到台灣台北的活力。 

 

秋季旅遊-花蓮瑞穗天合度假二日遊 

日期：11 月 14 日(星期六)-15 日(星期日) 

第一天，早上 07:30 從板橋火車站出發，於 10:59 抵達瑞穗火車站，馬上前往老家後山

菜餐廳品嚐在地人也喜愛的合菜餐廳。 

下午 13:00 前往瓦拉米步道(八通關越嶺道古道)，沿途路況平緩並沿著拉庫拉庫溪谷而

上，路過山風駐在所舊址、別具特色的山風 1號、2號吊橋與潭水清澈的山風瀑布，周圍山

嵐霧氣增添秋色的峽谷風情，一路上皆是中低海拔闊葉林相及杉木林地，清涼純淨的芬多精 

，瀰漫全身毛細孔好不暢快。 

晚間 16:30 左右入住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在這休閒渡假飯店內，大家盡情享受多項

休閒遊樂設施和豐富自然生態的園區，最後泡泡溫泉洗沐平日的疲勞與壓力。 

第二天，早上 11:00 前往位於光復鄉的太巴塱部落，是花蓮縣最大也是東部原住民開發

較早的部落，居住在這的原住民大部份以農業為主，而紅糥米更是阿美族文化最具代表的農

作物。我們走灠部落認識太巴塱文化和祖靈祖屋，也 DIY 紅糯米酒釀、捶搗紅糯米麻糬，當

然中午更是飽食一頓太巴塱的特色風味餐。 

下午 14:30，抵達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帶著雀躍的心情跟著領隊一起用單車探索這片

綠色大地。一條看似無止盡的楓香林彎曲小路，至開闊的青翠草原及鬱鬱綿延山脈，層次分

明的山嵐令人心曠神怡，非常值得駐足觀賞與拍照。 

花蓮得天獨厚的美景，秀麗天成的山谷，一望無際的蔚藍天空，迎風搖曳的金黃稻穗，

在在讓人輕鬆、自在體驗這無與倫比的瑰麗大地。晚間 18:38 我們從花蓮火車站出發，於車

上享用台鐵特色便當、佳興檸檬汁，於 21:27 返抵板橋火車站結束這二日充滿魅力的洄瀾之

旅。 

 



秋季旅遊-花蓮瑞穗天合度假二日遊剪影 
 
 
 
 
 
 
 
 
 
 
 
 

細雨漫步充滿芬多精的瓦拉米步道 

 
 
 
 
 
 
 
 

 
 
 
 

設施完備的瑞穗天合國際觀光酒店 
 
 
 
 
 
 
 
 
 
 
 
 

太巴塱部落文化體驗 
 
 
 
 
 
 
 
 
 
 
 
 

萬種楓香情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 



社區服務- 2020 Run With Love 浮洲夜跑半程馬拉松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浮州自行車租借站(新北市板橋區環河路) 

全球各地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讓很多人、事、物皆被按下暫停鍵，而身在台灣的我們是幸

福的，因為大家的努力還能正常生活與工作，這是我們大家的福氣。 

不管環境有多嚴峻，保持強壯的身體是必要的，健康的身體才是最佳的保障，因此由羅致政

立委服務處、新北市小土狗協會與本社，共同主辦此次夜跑活動(21K、7K 及 3K 親子暨寵物

健走)，就是要提倡民眾運動健身之良好習慣並希望民眾都能持之以恆的運動! 

 

 

 

 

 

 

 

 

 

 

 

 

 

 

 

 

 

 

 

 

 

社區服務-捐贈予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 22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12 日(星期六)09:30 報到、10:00 開始 

地點：新北市家扶中心鶯歌服務處(新北市鶯歌區國慶街 115 巷 22 號)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 40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二)14:00 開始  

地點：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五日 

第 174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正鳴 I.P.P.Jason 

主  講  者：大提琴家暨 SMILECELLO  

創辦人 劉佳禎小姐 

講      題：冬日樂饗：大提琴的理性與 

感性 

 

下週節目 

十二月十一日 

第 1750 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5 屆(2021-2022 年 

度)理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5 屆(2021-2022 年度)

理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1 日 第 174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2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6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Bright、Cathay、

Coach、Davie、Dental、Decor、

Frank、Jason、Jey、Kay、Kenny、

Leo、Mars、Stock、Taylor、Tetsu、

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榮鏗前社長(44.12.1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文龍總監當選人(65.12.06)44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1 日 第 1747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47,800

Al 1,000 Life 1,000

Benson 2,000 Masa 3,000

ENT 1,000 Otoko 1,000

Eric 2,000 Polo 5,000

Fuku 10,000 Roberta 1,000

George 2,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tone 2,000

James 1,000 Sun-Rise 1,000

Jimmy 3,000 Will 1,000

king 1,000 Wood 2,000

小計：   $42,000 總計：      $789,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25,100

Dental 5,200 Jason 7,700

ENT 5,200 Stock 5,200

Jack 7,700 Tetsu 5,200

小計：     $36,200 總計：     $561,300

 

2021-22 年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2 月 13 日(星期日) 

    09:00 報到、09:30 鳴鐘開會 

地點：宜蘭香格里拉飯店 

    (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 號) 

參加：徐明偉 P.E.Benson 

許家榮 S.E.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