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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詠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永林電子(上海)有限公司 董事長

公司得獎：
國內：小巨人獎、創新研究獎、台灣精
       品獎、優良產品設計獎
國外：英國PLASA獎
個人得獎：
2000年：創業青年楷模
2009年：國立台北大學傑出校友 (企業
         經營獎)

扶輪經歷:
2004~06 台北百合扶輪社創社社長
2011~13 國際扶輪中華民國總會 理事
2011~12 3480地區 永久基金主委
         3480地區 公共形象委員會副主委
         3480地區 赴巴里島研習會委員會主委
         

今日主題：光‧影‧美學  主講人：林鑾鳳 CP. Naomi(台北百合社)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提名本地區2014~2015年度地區
        總監提名人，請各社推薦候選人由。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三章13.030條文規
    定辦理。
二、總監提名人資格請參閱附件(一)。欲推
    薦候選人之扶輪社請將所有文件於2011
    年12月7日以前，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0
        地區辦事處 地區選務委員會收(臺北市
    寶慶路67號4樓)，以寄發郵戳為準。
    所需檢附文件如下:
     1.經社長及秘書簽名之扶輪社推薦函,
       該推薦書應以在該社例會中提名候
       選人做成決議案之方式提出。
     2.刊登有本扶輪年度內通過之理事會
       及全體社員大會同意推薦為候選人
       之會議記錄社刊。
     3.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格(附件二)
       並附2吋照片1張,如有需要可自行使
       用A4尺寸紙張補充個人資料。
     4.候選人本人簽名、蓋章之接受推薦
       同意書
    以上文件應於截止日期前檢附齊全,且
    一律以郵局掛號郵寄(截止日期以郵戳
    為準)，逾期概不受理或補件，亦不接
    受親自送件。
三、如所推薦之人選非貴社之社員，則必
    須先獲得該社員所屬扶輪社之同意。
四、謹此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0地區2011-12年度
地區總監            胡俊弘 DG David
特別委員會主委      賴崇賢 PDG Right
地區選務委員會主委 郭俊宏 PP Willi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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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結婚週年慶

●本月生日快樂

Lawrence前社長＆夫人林麗香

(10/15、四十五週年)

Georgia社長 ＆夫人郭正卿
(10/29、二十二週年)

James社友＆夫人楊明祝

(10/23、十七週年)

Computer祕書10/11、
Kevin社友   10/25、
江金蘭(Watt夫人)10/01、
詹新容(Chester夫人) 10/01、
黃倩茹(Stone夫人)10/09、
王速花(Diamond夫人)10/18、
張瑞招(Steve夫人)10/21、
許淑美(Richard夫人)10/27、
徐瑞琴(Eden夫人)10/31。

一.第六分區己完成的部分:
   至九月底己完成設計及印刷8000張DM, 宣傳影片也完工了,
    預計10月2日”九社聯合例會” 正式發送DM及播放影片, 並
   邀請海洋環保專家鄭明修老師作專題”鯊魚輓歌”演講, 九社現
   場簽署”響應不吃魚翅聲明書”(如附件2)
二.推廣至三四八Ｏ各分區及各社:
   1. 希望總監能發文至各社及列入年度社區服務獎勵計分項目。
   2. 執行方法:
       A. 第六分區將透過鄭明修老師訓練八位社友成Speaker, 每位
          負責兩個分區, 安排並携帶DM及宣導影片至各社演講, 鼓

          勵各社参予簽署” 響應不吃魚翅聲明書” , 凡同意參加及
          完成簽署手續即給與分數獎勵。 此簽署文件、 程序及整理
          由第六分區負責完成, 再送到地區備查。
       B. 若有願意另行印製DM(上有其扶輪社名, 但最少需1000張),   
          並將此DM發送給社會大眾, 除上述分數外再另給分數獎勵;
          第六分區將協助其完成印製手續及發送中的拍照存証, 再
          整理完成後送到地區備查。
   3. 總監如同意上述做法, 我們將編制统一的標準作業程序(SOP)
      分發給六分區的各工作人員
 三.” 對魚翅說不” 的宣導活動不需準備任何經費, 用点心力就可
     完成, 只要總監能登高一呼, 各社響應意願一定很高。
               

第六分區各社任務分配表 

永和社 連絡及安排 Speaker 至各社宣導(一) 

中和社 所有文件印製 

中和東區社 Speaker 之訓練及 Powerpoint 的製作 

雙和社 參與社的簽署(一) 

中和福美社 所有 DM 及影片的設計 

永和東區社 連絡及安排 Speaker 至各社宣導(二) 

中和圓通社 參與社的簽署(二) 

新北市社 媒體連繫及法律咨詢 

 

保護鯊魚,向魚翅說"不"計劃書



例會時間：每週三中午12:30~14:00    例會地點：怡人園(新北市永和區得和路115號)

四大考驗

一﹑是否真實?

二﹑是否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精神為可貴事業基礎

，尤其著重於鼓勵與培養:

◆藉增廣相識為擴張服務之機會。

◆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

  務價值,即每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其個人、事業及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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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專題演講：做個有說服力的說話高手-
               談說話藝術
    主講人：莊聰正 老師

2.10月26日(三)689次例會
  ◎社務檢討會

3.雙和社授證15週年慶典
  時間: 11月5日(六)下午5:30
  地點: 晶豪樓餐廳
  出席：Georgia.Computer.Stainless.
        Metal.CP.Leader.PP.Eden.
        PP.Delica.PP.Peter.Steel.
        Panel.Land.Diamond

【行程內容】
(11/11)台北/澳門-珠海-中山(新寶鞋廠)  
(11/12)中山(中山故居)-番禺(寶墨園景區、
      長隆馬戲團)-廣州
(11/13)番禺(沙面島)-珠海(梅溪牌坊)-澳門
     (大三巴.火砲台.媽祖閣.紅酒+賽車博
        物館)-夜遊
(11/14)澳門/台北

  
                                                                                                                                                  

10月19日(三)688次例會

4.職業參訪- 中山.廣州.澳門四日

※請欲參加社友、寶眷於10/13日前繳
  交訂金3000元，謝謝。

～～
                
10月2日 第686 次例會(出席率:81%)
社員: 29人   出席:  17人  出國:2 人
免記:   人   補出席:  3人 

缺席社友:Design、Hero、Kevin

          、  。

、Jumbo

Peter.Leader. Steel

～～
雙和隊：10月例賽出國

社內訊息
歡喜CP.Leader12月慶生! CP.Leader及夫人
月照，宴請各位社友暨寶眷前來同樂!
日    期：100年11月19日(六)
集合時間：PM：5：00
集合地點：漁人碼頭→福容飯店之情人塔
PM：5：10→情人塔觀美麗日落餘暉，賞浪漫
            淡水海景
PM：6：00→福容飯店→二樓福園中餐廳用餐
            及卡拉OK歡唱 ( 淡水區觀海路
            83號，TEL：2628-7777 )

1.Richer社友公
  司喬遷之喜

2.第二次登山會
   :東眼山

3.內輪會烘焙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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