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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煥章 前社長 (43.10.04)P.P.Archi
汪忠平 社友 (61.10.04)Charles
賴正時 前總監 (39.10.11)P.D.G.Victor
鄭光欽 社友 (64.10.11)Boss
汪俊男 社友夫人 (10.09)Jamie 夫人
商村田 社友夫人 (10.11)Sticker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廖金順 前社長 (43.10.04)P.P.Lion ♥
廖歐月圓 女士 (結婚六十一週年紀念日 )
羅國志 社友 (101.10.07)Wine ♥
曲献珠 女士 (結婚三週年紀念日 )
簡哲雄 前社長 (59.10.10)P.P.Oral ♥
林淑芬 女士 (結婚四十五週年紀念日 )
黃軒凱 社友 (70.10.13)Park ♥
陳秀媚 女士 (結婚三十四週年紀念日 )

更正
10月 1日第 2534次例會誤植生日快樂為
結婚週年快樂，更正如下：

敬祝生日快樂
陳鈺卿 社友 (10.10.02)Delta
葉文德 前社長夫人 (10.01)P.P.Gyne 夫人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賀金榜題名
恭賀社友子女孫兒於本年度考取學校
社友
姓名

子女孫
兒姓名

性別 年齡 考取學校

林延湯 林冠學 男 18 國立海洋大學機械科

薛銘鴻 薛光崴 男 15 內湖高中

孔繁文 孔祥安 男 16 台南高工電機科

第一次讀書會
時間： 104年 10月 8日 (星期四 )

中午 12：3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研讀書籍：3分鐘讀懂霍金
~歡迎社友參加 ~

樹林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 ~2015.10.01

第一次新社友座談會
參加人員：

1. Seven、Steven、Implant、Johnny、
A Cheng、Schooling、Jimmy、Stone、
Care、Golf、Land、Tiger、Jamie、
Franklin、Jacky、Judge

2.  Terry社長、Truck秘書、
P.D.G.Carbon、P.D.G.Syo-Tei、
P.D.G.Victor、P.P.Lion、P.P.E.Fu.
Ku、P.P.Silk、P.P.Torque、P.P.Book、
P.P.Lucky、P.P.Glue、P.P.Lawyer、
I.P.P.Alex、Bank社長當選人、Gas副
社長

引言人：Kevin
時間：104年10月17日(星期六) 下午4：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34次例會
（10月 1日）

專題演講摘錄 -
平常心看台灣－

從分享外交專業經驗談起

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 呂慶龍 秘書長

 ◆現代外交實務新思維：溝通世代
•現代生活必要條件：情緒管理及抗壓力 
•  把話說清楚→交換資訊→與對方互動→影響
對方或⋯。

•認識溝通對象：知己知彼好交往。
•  良好的溝通不在於說得多，而在於說得好，
相互瞭解。 

•有效的溝通應該是主動、可以雙贏的。
•  海頓：溝通從溫柔的地方開始→理直氣和
好說話。

•  溝通效果與實力互為因果。
溝通方式：

1.面  談：當面接觸對話
2.公  關：有目的的互動
3.廣  告：運用媒體傳達
4.會  議：有主題的探討
5.遊  說：有計畫的說服
6.談  判：追求既定目標
7.活  動：各類型群聚會
8.其  他：非文明手段⋯

•  溝通準則：自信心與行為語言
誠懇敦厚、溫文儒雅、坦白婉轉、

以柔克剛、不亢不卑、穩忍沈潛

•心理建設：最佳 /次佳 /沒有選擇

•  運用策略：
正面堅定、以勢逼進、以退為進、

雙贏多贏、少輸少贏、不輸不贏

•技術層面：語言、文字與配套措施
•  日常溝通技巧探討：
三分鐘把話講清楚。

三天三夜講不完的本事（觀光導遊人員講習

班專業訓練）。

華碩「電梯談話」之省思：

訓練員工在搭電梯 45-90秒之間把任務迅
速交代清楚（時報周刊 2006年 1月 6日第
1455期）。
外交部發言人從五樓到一樓電梯間請示部長

溝通及說好話可以自我訓練。

•外交工作本質上就是國際溝通
•  國防經貿科技文化藝術教育⋯等等國際參與
暨交流皆為現代外交工作一環

•  全球化下之國際組織與國際事務：
反恐、環保、綠色能源、人口老化、永續發

展⋯

•  外交實務與國家利益：
象徵意義與實質作用

•  全民對國際參與應有正確認知
您我都是貢獻者及受益者 

 ◆  中華民國國家發展獨特經驗
     - 一個不可能停止進步的國家

歷史背景：優勢與包袱

傳統、現代與未來

人民勇氣努力智慧與韌性

國家發展內部挑戰：多元文化及海島思維

國家發展外來挑戰：獨特無二、奮力向上

永續發展 - 知己知彼
更多理性 - 次佳選擇

•認命務實、腳踏實地 → 脫離貧窮。
•重視教育、發展經貿 → 改善生活。
•勤能補拙、持續努力 → 一定要成功。
•研發第一、確保實力 → 能競爭與貢獻。
•珍惜成就、愛心分享 → 國際肯定。
•處境獨特、堅忍不拔 → 樂觀信心。 
•面對挑戰、信心樂觀 → 永續發展。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分享 40年外交工作實務經驗
     – 您一定有興趣了解的專業人員
•有邦交國家：海地（兩次） 
•  無邦交國家：荷蘭、法國（三次）、日內瓦
設處 

•  雙邊關係：推動各項交流－以台北巴黎直航
為例

•  多邊關係：推動參與WHA（九次）、UN（四
次）、OIE、世界最美麗海灣（三年努力）

•國際信用與人生：實實在在，永續經營。
•  值得您參考與分享的感恩及 To be useful哲學
我所瞭解的法國、瑞士及荷蘭

•醫療衛生先進國 
•國際參與影響大 
•文化教育水準高 
•科技研發專長強 
•民主發展修養好 
•公平正義同維護 
•公民社會已成熟 
•  永續發展挑戰多 

- 那麼海地呢？ 

 ◆公民社會與國家競爭力
國家競爭力：土地、面積、國防、外交、經

貿、科技、研發、文化、教育、國際參與、

公民社會、國民素質 (活力 )⋯以國民出國觀
光免簽、落地簽及台北巴黎直航班機為例

兩岸關係：勇敢面對：理性務實智慧耐心 
活路外交：國際溝通全力爭取國家利益 
•  公民社會： 基本修養→包容與尊重

資訊豐富、傳播發達；

社會多元、自由開放；

很難獨居、相互影響；

同中容異、異中求同；

民主素養、優質生活。 
社區成員不分年齡、性別、財富、社會地位

⋯各項差異，能就大小議題，透過開放溝通

機制，自由表達，共同探討，必要時以民主

方式表決，少數服從多數，多數尊重少數。

•國際合作：追求雙贏或多贏 
•  國際合作必要條件：
主觀要件：本身實力暨明確追求目標

客觀要件：爭取合作對象意願與期待 
•  國際合作實務：遠見與投資 
互訪 → 建立實質接觸與必要瞭解 
選定合作領域與項目 
逐步推動 → 永續經營或煙火掌聲？ 

 ◆天助人助：自己是最重要的貴人
我的競爭力在哪裡？您順心嗎？ 
•健康的身體與陽光正面的思維 – 惜福也 
•認真打拼最實在 
•愛心與分享的人文價值 
•尊重包容與團隊精神的民主素養 
•專業與安排生活的能力 
•技多不壓身：善盡職責與論述溝通能力 
推動外交工作三大要件（經驗談）： 
1.國家實力 
2.不能一廂情願 
3.沈得住氣，繼續努力 
–信不信，您自己是最重要的貴人 –

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
時間： 104年11月4日(星期三)

10：00 報到、10：30 開球
地點： 桃園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23 鄰39 號)
~歡迎您來打球 ~

訪問板橋群英扶輪社
時間： 104年 11月 3日 (星期二 )

晚上 7：00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參加人員： Terry 社長、P.P.Oral、
P.P.Archi、P.P.Miller、
P.P.Glue、Truck祕書、Tile

10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4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上午11：00 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 新淡水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淡水區八勢路300號)
※擊球費用＄2150 元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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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 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 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 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 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 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34次例會 10/1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1名
出席人數：46名　免 計 出 席：10名
缺席人數：13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 Boss, Charles, Franklin,Golf, 
Jacky, Joe, Land, Max, Money, Sticker, 
Trust, 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呂慶龍 秘書長 台法企業合作協會台方 本  社
James 社長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CP Kind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 Giant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 Aboku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P Francis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Peter祕書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Alen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Elucky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Sam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Alan鍾社友 樹林扶輪社 本  社
葛家勛 董事長 弘勝興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84,417
Wireless 第一期 4,250
合計 4,250
累計 288,667

一般捐款 
Gyne 太太生日快樂 1,000

Glue
1.歡喜樹林社長 James及 CP 
Kind和社友來訪 2.歡喜呂慶
龍祕書長精彩演講

1,000

Kai 歡迎 07-08同學 James社長、
PP Francis 1,000

Shi-Lo
歡迎樹林社 James社長、CP 
Kind、PP Francis來訪及呂慶
龍大使精彩演講

1,000

Building 歡迎樹林社來訪及呂慶龍大使
精彩演講

1,000

樹林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  計 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Carbon 歡迎樹林社來訪 1,000

Terry 1.歡迎樹林社來訪 
2.歡迎呂慶龍大使蒞社演講 2,000

James 歡迎樹林社 James社長帶團來訪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35 次例會
104 年 10 月 04 日

●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
秋女賓夕一日遊

節 目 預 告　第 2536 次例會
104 年 10 月 15 日

●  主講人： 尚揚地政士事務所 楊博顯 所長
●  講題： 房地合一稅
●  節目介紹人：張瑞仁 前社長
●  永和扶輪社來訪
●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各扶輪社
主旨： 函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8-

2019年度總監候選人。
說 明：
一、 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三章第 13.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18-2019年度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 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 (附件
一 )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程序手冊第二
章 (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19-22
頁），細則第十五章條文規定，（2013 
年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182-183頁）各
社推薦之總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

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三、 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及資料表 (附
件二 )、宣誓書 (附件三 )，經社長、
秘書及候選人簽署後，連同扶輪社推

薦公函於 2015 年 11 月 15日前 (以郵
戳為憑 )，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公室。

四、 另函附地區總監參選資格及任務，請
參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