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01 日 
主席：李富湧 社長 
紀錄：蘇清海 秘書 
出席理事：張茂蓮 江謝瑞 李清崑 黃鼎發 鄭其發 林裕翔 陳威達 蔡東樺  
          李富湧 蘇清海 蔡木春 周弘章 
一、 討論事項： 
第一案：請審查第二十屆七月份收支報告表。(如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本社社區服務捐贈桃園縣私立青少年之家經費擬比照去年捐款三萬 
       元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本社社區服務捐贈頂埔國小清寒學童營養午餐經費擬比照去年捐款 
       五萬元辦理，提請理事們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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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日(星期日)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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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案：土城國中扶少團交接典禮(年度經費二萬)及第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 
       -土城國中清寒獎助金活動(經費一萬元)，活動日期訂於 10 月 3 日 
       (星期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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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案：本社 10 月 23 日(星期日)舉行職業參訪活動，提請理事們討論。 
說  明：由職業服務主委 Designer 說明。  
決  議：本社職業參訪活動與土城東區社聯合辦理，安排至臺華藝術中心(新

北市鶯歌區中正一路426號)舉行，且本活動合併當週10月 20日(星
期四)第 1019 次例會舉行。 

第七案：請理事們推選 2017-18 年度地區副秘書提名人人選。  
決  議：經諮詢過尚未擔任過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之歷任前社長後，本社

推選葉萌昌前社長為 2017-18 年度地區副秘書提名人人選。 
二、 臨時動議：無 

 

               莊淇銘 博士，1956 年生，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士、美 
             國俄亥俄大學電腦碩士、美國路易絲安娜大學電腦博士，現任 
             智多新協會會長、台北市研考會委員、台北縣資訊委員會委 
             員、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管理研究所既數位內容設計學 
             系教授。 

    自小成長不愛讀書，翹課離家出走是家常便飯。 高中上夜校，大學考三次，
最後終於考上成大。當兵期間，頓悟學習重要性，真正開始收心學習。 
    四十五歲開始鑽研快速學習法，致力於學習效率研究。 原本拙於公眾演講，
後來，有鑑於公眾演講的重要，主動學習，勇於上場，如今是每年受邀演講場次
兩百場以上。 
    莊教授曾為多所學校校長，亦為各大報章雜誌主筆及專欄作家，出版著作本
本暢銷。 專業知識領域達 23 種之多，除了電腦專家外，莊教授可以講 10 種語言， 
也是語言專家、社會觀察家、創新思考、生命教育、生死學及兩性關係作家。
經歷： 
資訊工業策進會顧問                  內政部著作權委員會軟體登記審查委員 
台灣人權促進會理事                  綠色和平廣播電台節目主持人 
台灣時報、民眾日報主筆              僑委會「宏觀天下」電視節目主持人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理事                中華民國電腦輔助教學協會理事長 
台北市政府研考會委員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系主任 
淡江大學資訊工程研究所所長          淡江大學教育品質管制委員會執行長 
開南大學校長                        高雄空中大學校長 
高雄市政府顧問                      考試院典試委員 
中華民國多媒體英語學會理事長        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 
台北市研考會委員                    台北縣政府資訊顧問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校長 
著作： 
莊淇銘(1997):《未來學》。莊淇銘(1998)：《資訊政策與法規》。 
莊淇銘(1999)：《神奇的語言學習法》。莊淇銘(2000)：《超倍速學習》。 
莊淇銘(2001)：《引爆創意與記憶》。莊淇銘(2001):《掌握學習基音—善用生化
機器》。莊淇銘(2002):《學習創造奇蹟》。莊淇銘(2002):《一小時學會五十音》。 
莊淇銘(2002)：《一小時學會片假名》。莊淇銘(2002)：《從此不怕背單字》。 
莊淇銘(2003)：《創意總比別人多》。莊淇銘(2003)：《啟創意動商機》。 
莊淇銘(2003)：《神奇的單字記憶法》。莊淇銘(2004)：《探究未來，掌握未來》。 
莊淇銘(2004)：《創意與效率的學習》。莊淇銘(2004)：《生命與生死學》。 
莊淇銘(2004)：《男與女的恩怨情愁》。莊淇銘、莊雅惠(2004): 《我家小孩變
聰明》。莊淇銘(2005)：《未來學能教你的事》。莊淇銘(2005)：《就是要你學會
創意》。莊淇銘(2006)：《就是要你好口才》。莊淇銘(2007)：《「學習」已經落伍
了—以知識管理取代學習》。莊淇銘、王富祥(2007)：《一小時學會 22X22 乘法
表》。莊淇銘(2009)：《知識不是力量—培養思考力》。 
莊淇銘(2009)：《一小時學會韓語發音-一天學會 66 句韓語》。 
莊淇銘(2010)：《驚豔台灣—生態大國的未來願景》。莊淇銘(2011): 《正面人生-
將壓力轉換成生命中的甜點》。莊淇銘(2011): 《知識不是力量—提升思考力》 
莊淇銘(2011):《開發潛能開發創意》。莊淇銘(2011):《口才一點靈—就是要你
好口才》。莊淇銘(2011)：《 章魚哥章魚妹來了—從 I型，π型，到章魚型人》。  
莊淇銘(2013)：《12 年國教的危機與因應》。莊淇銘，戴維斯(2014):《LQ 學習智
商》。 莊淇銘(2016):《知識競爭力與核心能力》。莊淇銘(2016): 《認識 LQ 學習
智商，開啟亮麗人生》。莊淇銘(2016): 《學會活用知識》。 
莊淇銘(2016):《第五波 – 創新社會》。 



 

 
 

  例會事項報告      9 月 01 日                                   

一、 出席報告                                             

社員人數:…………77 名     

   出席人數:…………45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人數:…… 1 名                  

補出席人數:……… 2 名         

缺席人數:…………25 名                     

    出 席 率:…………67 %              

一、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ex、Barcode、Civil、David、 

Fire、Grind、Jeff、Jerry、Land、 

Look、Machine、Manpower、Marble、 

Michael、Nicky、Page、PinJer、 

Pro、Rick、Ricky、Sam、Steve、 

Stone、Whole、Wood 

二、出國社友祝您一路順風!               

All Line、Green、Jimmy、Ray 

Roman                                 

三、免計出席人數                                      

Hoist                                             

四、補出席社友                                

Paul、Wine 

五、歡迎友社社友及來賓                   

      姓名           邀請人及所屬社 

     P.D.G.Victor         講師 

     C.P.Amy         三峽北大菁英社 

     Serina 社友     三峽北大菁英社 

     本社社友寶眷         本社 

     土城東區社社友寶眷   本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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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12 次例會 
◆ 下午一時整，由土城中央社社長 Lawyer 鳴鐘開會並致詞。 
◆ 聯誼活動由 Andy 代理聯誼主委主持，首先以掌聲歡迎今日講師：P.D.G.Victor；

接下來歡迎今日蒞臨貴賓：三峽北大菁英社 C.P.Amy、Serina 社友、RYE Inbound
學生劉德偉(Paul form Germany)、呂可欣(Tow form Brazil)以及本社社友與寶眷
們。 

   1.本週壽星：Andy 社友夫人廖淑惠小姐、Green 社友夫人張榮慧小姐；祝福您們 
               生日快樂！ 
   2.結婚週年：All Line 社友與呂孟霞夫人人結婚 17 週年紀念，祝福您們幸福美滿， 
              永浴愛河！ 
 秘書報告由土城中央社社秘書 Risen 主持，報告社內重要訊息。 
 糾察活動由HPO糾察主委主持，由他熱心帶領下本週紅箱收入新台幣$19,500元！

紅箱收入明細：  
 姓  名 金額(元)  姓  名 金額(元) 
1. 社長 Lawyer 3,000 2. C.P.Yico 2,000 
3. P.P.PVC 1,000 4. P.P.Building 1,000 
5. P.P.Valve 1,000 6.  P.P.Spring 1,000 
7. P.P.Chiang Ji 1,000 8. P.N.CNC 1,000 
9. 秘書 Risen 1,000 10. 社友 Andy 1,000 
11. 社友 Camera 1,000 12. 社友 Health 1,000 
13. 社友 HPO 2,000 14. 社友 Trading 1,000 
15. P.D.G.Victor 1,500    

小計：19,500 
承上期：179,500 元 

 
 
 
 

本週節目 
講師：莊淇銘 先生 
講題：第五波 創新社會 
地點：鼎上食府(三峽區復興路233號) 
爐主：I.P.P.Land、社友 Accountnat、
Alumi、Barcode、Braht、Civil、
Doctor、Health、James、Marble、
Panray、Printer、Pro、Roman、Stone 
 

下週節目 
適逢中秋佳節休會乙次~ 

七分區聯合社區服務-躁鬱症身
心靈成長講座 

日期：9月10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13:30~16:00 
地點：安和國小四樓視聽中心 
講師：樂為診所 李秀娟醫師 

賀~子女金榜題名活動 

 

                                                                                             社⾧：李富湧 Lawyer  秘書：蘇青海 Risen  糾察主委：陳威達 HPO  社刊主委：方欽瑩 Jaysjinnet 

訃告 
本社 Steve 之母仙逝公祭訂於 9月 11
日(日)上午 8:30 於三山善社(福州廟-
台北市辛亥路三段 300 號)舉行公祭； 
本社 P.P.PVC 岳父仙逝,公祭訂於同日
上午 11:30 於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崇
仁廳舉行,請社友撥冗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