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 北區暑期高中大專~話說『說話』~夏令營    
說話人人會說話人人會說話人人會說話人人會，，，，但但但但，，，，有人嘴裡吐不出象牙有人嘴裡吐不出象牙有人嘴裡吐不出象牙有人嘴裡吐不出象牙，，，，有人一言值千金有人一言值千金有人一言值千金有人一言值千金！！！！    

你只能跟懂你的人談話你只能跟懂你的人談話你只能跟懂你的人談話你只能跟懂你的人談話？？？？    

你能在每次的談話中全身而退你能在每次的談話中全身而退你能在每次的談話中全身而退你能在每次的談話中全身而退，，，，或是不或是不或是不或是不著痕跡地攻城掠地著痕跡地攻城掠地著痕跡地攻城掠地著痕跡地攻城掠地？？？？    

談話是你生活的助手還是殺手談話是你生活的助手還是殺手談話是你生活的助手還是殺手談話是你生活的助手還是殺手？？？？    

你能讓對方你能讓對方你能讓對方你能讓對方、、、、對手對手對手對手、、、、對頭對頭對頭對頭……………………因著跟你的談話成為朋友因著跟你的談話成為朋友因著跟你的談話成為朋友因著跟你的談話成為朋友、、、、夥伴夥伴夥伴夥伴、、、、知己知己知己知己？！？！？！？！    

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在銀網子裡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在銀網子裡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在銀網子裡一句話說得合宜就像金蘋果在銀網子裡，，，，這次讓我們培養最基本的人生技能這次讓我們培養最基本的人生技能這次讓我們培養最基本的人生技能這次讓我們培養最基本的人生技能～～～～    

主辦單位：台灣信義會台北區會 
指導單位：台灣信義會教育委員會 
日期地點：2012年 7月 6日~7月 8日，龍潭渴望會館(桃園縣龍潭鄉渴望路 185號) 
對象：希望增進話術，成為更有影響力的高中、大專生 
講員：張復民牧師、謝豐慶牧師 
費用：2,300元，6月 22日前話撥並傳真收據才算完成報名，傳真電話：2961-5764 
劃撥帳號 18756677，戶名：基督教台灣信義會板橋福音堂(請註明北區高中大專夏令營) 
聯絡洽詢：劉孝麟弟兄、殷宛伶姊妹，電話：2961-2214分機 14、46 

    

7/6（五） 7/7（六） 7/8（日） 

7:00～8:00 新的一天有新力量 
8:00～9:00 早上吃好喔！ 
9:00～9:30 

8：00 
On board！ 回航空母艦加油！ 

9:30～11:00 『說話技術篇』 『我知道， 
但我做不到！』 

11:30～12:30 
『我是這樣說的』 

小組時間～讓我們練練看 
12:30～13:30 Lunch Time 
13:30～14:30 小憩一下囉 
14:30～15:00 

說出我的收穫 

分享 
15:00～17:00 

『是用肢體語言溝通
的時候囉！』 
Have Fun！ 

『心電感應也是一種溝
通方式』 

17:00～18:00 喘口氣吧！自由時間 
18:00～19:00 Dinner 

19:30～21:30 『當人家這樣對我
說話～我有責任？』 

『你需要有人幫 
你說話』 

21:30～22:30 小組時間 
22:30～ ……睡吧！…zZZ 

帶著溝通的能力 
回程 

 

暑假即將來臨，還在煩惱您的孩子該如何規劃充實這兩個月嗎? 

Paul 社長當選人提供您最佳的資訊參考， 

讓孩子參加營隊過個快樂圓滿的暑假吧！ 

2012圓夢秘技 北區國中夏令營 

主辦單位：台灣信義會台北區會 
指導單位：台灣信義會教育委員會 
日期地點：2012年 6月 29日～7月 1日，龍潭渴望會館(桃園縣龍潭鄉渴望路 185號) 
對象：無論夢想是什麼，歡迎每一個你/妳（國中學生） 
講員：張復民牧師、袁家偉教師、汪慶雲老師、蘇小秋老師，其他講員尚在邀請中 
費用：2,300元，6月 22日前劃撥並傳真收據才算完成報名，傳真電話：2961-5764 
劃撥帳號 18756677，戶名：基督教台灣信義會板橋福音堂（請註明北區國中夏令營） 
聯絡洽詢：劉孝麟弟兄、袁家偉教師 2961-2214 分機 14、25 

時間 6/29（五） 6/30（六） 7/01（日） 
08：00  早餐 

09：00~10：30 
 

通關秘技： 
解決生活困擾與成長

(一) 
煩？不煩？！ 

修煉秘技： 
走出生活壓力與學習

(一) 
迷惘？迷網？！ 

10：30~12：00 
 
 

通關秘技： 
解決生活困擾與成長

(二) 
唸(念)～不完怎麼辦？ 

修煉秘技： 
走出生活壓力與學習

(二) 
溝～不通怎麼辦？ 

12：00~12：30  圓桌「筷」敘～午餐 圓桌「筷」敘～午餐 
12：30~14：00 13：30報到集合 

14：00上車出發 午休 
小組互動與成長 

藍天，親水，樂淘淘 14：00~15：30 
15：00認識團隊與

環境 團隊精神與培養 

15：30~17：00 團隊精神與活動
(一)    團隊精神與活動(二) 

18：00~19：30 飢腸轆轆～晚餐 飢腸轆轆～晚餐 
19：30~21：30 吐露心聲的時刻： 

圓夢的關鍵    

過來人的話： 
圓夢的體驗    

21：30~22：30 分組、宵夜 分組、宵夜 

16：00 
互道珍重，明年再敘 

22：30 盥洗、上床睡覺 盥洗、上床睡覺  
 



 

 

  
 例會事項報告         5 月 3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0 名        

   出席人數:…………3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4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 86%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oah、Civil、CNC、Land、 
C.E.Foundation、Manpower、 
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BM、Thailand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Air、Barcode、PVC、Wood 
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P.China            講師   
     林廣彥 先生          本社 
     周冠印 先生          本社 
     洪揚清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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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Valve 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Importer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P.P.China，接下來歡迎蒞臨本社來賓：大都會車隊  
   林廣彥行銷經理、力度整合行銷(股)公司 周冠印總經理、日月光淨水(股)公司  
   洪揚清 總經理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Valve 社長，祝福您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Paper 社友與吳寶蓮夫人，祝福您們幸福美滿、永遠幸福！ 
� 秘書報告由 Accountant 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本週節目 
講師：陳陽春 Designer 社友 
講題：電子設計者的使命~ 
      「神仙」專救「無命人」 
講師簡介： 
現任-理由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 
學經歷： 
※ 格致高工畢業 
※ 台灣松下 視聽事業處電視技術部

技術人員 
※ 2010-11 年度 加入扶輪社 
 

下週節目 

日期：6 月 14 日(星期四) 
節目：社務行政會議 
主題：第 15 屆授證典禮相關事項討論 
※會後召開 6 月理事會議 

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每週一次    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台語教室    ────    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來有福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有聽有元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聽了有財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講了好人氣！！！！    

騎紅牌重機車 

雙腳騎著歐多邁，盤山過嶺看大海，這款感覺閣嘜歹，有閑有功閣一擺！ 

重機野馬哈 

騎著重機野馬哈，騎過西濱到大甲，大甲出名鐵砧山，雙人同行未孤單。 

新莊南區社授證 25 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7 日(星期四) PM 5: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新北市新莊區建國一路 138 號) 
參加人員：I.P.P.Building、秘書 Accountnat、社友 Importer 

新北市新世代社授證 1 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8 日(星期五) PM 5:30 

地點：珍豪飯店 3 樓國際宴會廳(新北市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參加人員：I.P.P.Building、秘書 Accountant、社長提名人 Spring 

蘆洲湧蓮社授證 4 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9 日(星期六) PM 5:30 

地點：蘆洲典華會館(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411 號) 
參加人員：I.P.P.Building、秘書 Accountant、社友 LED 

板橋社授證 45 週年紀念慶典 
日期：6 月 10 日(星期日) PM 5:30 

地點：板橋典華會館(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22 號) 
參加人員：I.P.P.Building、秘書 Accountnat、P.P.PVC、社友 Lawyer、Green 

※參加人員屆時請準時出席 

CNC 社友 

(48.06.12) 

P.P.Hoist 夫人江紅杏小姐 

(35.06.09)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社長：楊大中 Valve  秘書：張茂蓮 Accountant  糾察主委：陳啟洲 Blower  社刊主委：劉昭利 LED 

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有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無防人之心不可無防人之心不可無防人之心不可無    

有關 GPS：有個人車子被盜偷了家中車庫

的遙控器、一些錢還有儀表板上的 GPS，

當受害者回到家中發現家裡有價值的東西

全被搬空了，小偷就是利用了 GPS 導航找

到他們家，並且使用車庫遙控器開門。 

如果你使用 GPS，請不要將家中的地址輸

入在內，可以輸入一個就近的地址(如便利

商店或加油站)，如此 GPS 依然可以引導你

回家，若 GPS 被偷其他人也無從得知你家

的地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