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愛說笑教授愛說笑教授愛說笑教授愛說笑--------談幽默感的培養談幽默感的培養談幽默感的培養談幽默感的培養    
一、 語言的黏力學： 

1. 簡單，所以牢牢記住  2. 具體，因為有個畫面  3. 可信，因為有人背書 

4. 驚奇，因為充滿好奇  5. 故事，因為真實感人 

二、 幽默是可以培養的：幽默的梗，來自思緒的轉彎，來自語意之落差，來自生活之

態度，來自反應的練習，若無其事的鋪陳，適時停頓的互動，情境描述的生鮮，

烘培幽默酵素的發酵是學習重點。不可說我要來講笑話了，不可自己先笑，講完

不用補充解釋，留下笑聲蕩氣迴腸- 

三、 案例練習： 

     自我解嘲；諧音協音；語言衝突；小題大做；知識推理；舉一反三；緊急轉彎； 

     想入非非；異想天開；肢體語言；童言童語；古今故事；時事嘲諷；你好冷ㄚ。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九月份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20 日 
主席：阮建茂 社長 
紀錄：劉昭利 秘書 
出席理事：阮建茂 劉昭利 廖志孟 陳水生 陳陽春 何仁傑 蔡木春 侯文觀  
          楊大中 陳靖庸 顏勝岳 張立群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十六屆八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來賓長城國際床業有限公司 呂紹欽總經理、全國宴會館 林献堂執行董事、明 
        誌塑膠有限公司 吳明慶董事長、宏光光電(股)公司 王品文總經理，以上四位 
        有意願加入本社,提請理事討論通過為本社社員，並於 9月 27 日(星期四)總監 
        公訪時佩章。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3490 地區舉辦青年領袖獎研習營活動費用及推薦人選，提請理事討論。 
說  明：1.時間：2011年 11 月 24~25日(星期六~日)。 
        2.地點：花蓮鯉魚潭國際露營區 
        3.參加對象：18-30 歲青少年(名額約 288 名)。 
        4.費用：各社編列的二萬元“新世代服務計畫”經費，由地區統籌辦理。 
        5.推薦名額：每社四名，超過四位每人費用 5,000 元(含社友)。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伊甸基金會舉辦『愛無國界輪椅捐贈活動』，將輪椅捐贈至貧困國家的身心障

礙者，今年度將捐贈輪椅至馬拉威，本社擬編列二萬元預算購買四張輪椅捐贈，
提請理事會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第七分區共同舉辦社區服務-節能盃自行車賽，活動日期訂於 10月 14日(星期

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假浮洲橋下舉行開幕儀式，本社提供活動經費三萬元整由土城
扶輪社統籌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典禮(年度經費二萬五千元)及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土

城國中清寒獎助金活動(經費二萬元)、三峽區國中英文演講比賽活動(經費二萬
五千元)，活動日期訂於 10月 20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假土城國中綜合大樓一樓
圖書館舉行，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本社將捐贈新北市愛立發展中心身心障礙者經費二萬元，並提供二手義賣物

資，請理事們討論活動舉行日期。 
決  議：將捐贈金額提高為三萬元，活動日期訂於 10月 18 日例會後舉行。 
第八案：本社將於 10 月 18 日(星期四)舉辦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本社將由三

位社員推薦適當人選予以表揚，提請理事們討論推薦社員。 
決  議：由秘書 LED、社友 Designer、Bearing推薦適合人選。 
第九案：2012-2013年度國際扶輪青少年交換計劃（Youth Exchange Program）本社擬

推薦優秀清寒學生乙名，交換年度為 2013年 7月~2014年 6月，提請理事們討
論。(附件-推薦學生資料)  

說  明：請 Paul社長說明及國立新店高中吳冠臻同學自我介紹 
決  議：照案通過。 
二、 臨時動議：無 
 

土城中央扶輪社第十六屆九月份臨時理事會議議案   9 月 27 日 
主席：阮建茂 社長 
紀錄：劉昭利 秘書 
出席理事：阮建茂 劉昭利 廖志孟 陳水生 陳陽春 何仁傑 蔡木春 侯文觀 陳靖庸  
          顏勝岳 張立群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本社原社友 Service 於 101年 6月由於工作因素申請退社，目前工作上 
        問題已處理完成，希望繼續參加本社，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賀  金 榜 題 名 

劉昭利社友公子 劉書宏 考取中華中學 

 



 
 

  例會事項報告      9月 27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58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人數:…… 0 名                  

補出席人數:……… 3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 93%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M、Civil、CNC、Water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Michael、Trading、Winner                                

三、免計出席人數                                      
無                                                                                    

四、補出席社友                                
Archi、Barcode、Wood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D.G.Young       花蓮港區扶輪社 
     D.S.Canera      花蓮港區扶輪社      
     A.G.Paul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Man社友        三重南區扶輪社      
     呂紹欽 先生          本社 

     林献堂 先生          本社          

     吳明慶 先生          本社 

     王品文 先生          本社 

     張哲榮 先生          本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第 16 卷第 12 期   中華民國 101 年 9 月 28 日出刊  

第第第第 808080808888 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次例會    
◆ 中午十二時三十分整，由 Paul社長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LED 聯誼主委主持。 
   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3490 地區 D.G.Young；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
D.G.Young、D.S.Camera、A.G.Pauline、三重南區社 May社友、長城國際彈簧床 呂
紹欽總經理、全國宴會館 林献堂執行董事、野村食品(股)公司 張哲榮總經理、明
誌塑膠有限公司 吳明慶董事長、宏光光電(股)公司 王品文總經理以及與本社社友
與寶眷們。 

   1.本週壽星：P.P.PVC、P.P.Jeff、P.P.Jeff 夫人劉培珍小姐，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2.本週結婚週年：P.P.Ball與鄭月娥夫人結婚 35週年紀念，祝福您們美滿幸福！ 
   3.喜事：Chiang Ji社友孫女滿月，恭喜您成為阿公囉!! 
� 秘書報告由 Green秘書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 糾察活動由 Designer 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
$52,000 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D.G.Young 團隊 5,000 2. A.G.Pauline 1,000 
3. 社長 Paul 5,000 4. C.P.Yico 3,000 
5. P.P.Bicycle 1,000 6. P.P.Hoist 1,000 
7. P.P.Hardware 1,000 8. P.P.PVC 1,000 
9. P.P.Manpower 5,000 10. P.P.Ball 1,000 
11. P.P.Plastics 1,000 12. P.P.Scuba 1,000 
13. P.P.Case 1,000 14. D.V.S.Blower 1,000 
15. P.P.Jeff 2,000 16. P.P.Building 2,000 
17. 秘書 Green 1,000 18. 社長提名人 Spring 1,000 
19. 社友 Andy 1,000 20. 社友 Auto 1,000 
21. 社友 Bearing 2,000 22. 社友 ChiangJi 3,600 
23. 社友 Designer 1,400 24. 社友 HPO 1,000 
25. 社友 Land 1,000 26. 社友 LED 1,000 
27. 社友 Media 2,000 28. 社友 Paper 2,000 
29. 社友 Quba 1,000 30. 社友 Service 1,000 

小計：52,000 元 

承上期：243,200 元 

    

本週節目~第七分區聯合例會 
中秋月光晚會 爐邊會暨子女金

榜題名活動 
講師：沈中元 博士 

講題：教授愛說笑-談幽默的培養 

講師簡介： 

現任-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大表藝所兼任副教授 

學經歷： 

※ 上海復旦大學法學博士 

※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 花蓮縣文化局長 

※ 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校長 

※ 國立空中大學學務長 

※ 國立空中大學新北市校區主任 

※ 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 

※ 國立空中大學花蓮校區主任 

※ 上海音樂學院客座教授 

※ 花蓮縣台大校友會總幹事 

※ 救國團花蓮市團委會會長 

下次例會節目~經營管理講座 

日期：10月11日(星期四) 
地點：土城工業區廠商協進會3樓會議 
     室(土城區三民路4號3樓) 
講師：甘錫瀅 先生 
講題：101 大樓的崛起-大樓地震防護 
程序：PM 13:30 註冊 聯誼 
      PM 14:00 專題演講 
      PM 15:30 結束 
※歡迎社友與寶眷踴躍參加並邀請來
賓一同來個愉快的知識饗宴！ 

                                                                                              社長：阮建茂 Paul  秘書：劉昭利 Green  糾察主委：陳陽春 Designer  社刊主委：莊文聰 Scuba 
祝福您們生日快樂~ 

Media 社友(65.10.05) 

Wood 社友(66.10.06) 

Adoah 社友(62.10.08) 

Archi社友夫人林麗雲小姐(60.1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