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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李威毅 社友(67.12.21)Mark 
郭子進 社友(66.12.22)Golf 
徐文進 社友(40.12.22)Tea 
吳培聖 社友(49.12.26)Implant 
陳山志 社友(54.12.27)Ortho 
饒吳冠 社友夫人(12.24)Tiger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鄭錦玉 前社⻑(62.12.22)P.P.Diamond ♥ 
鄭林惠卿 女士(結婚四十四週年紀念日) 
陳國義 前社⻑(55.12.23)P.P.Base ♥ 
陳林杏 女士(結婚五⼗⼀週年紀念日) 
林當煒 社友(77.12.24)Joe ♥ 
梁佳玲 女士(結婚二十九週年紀念日) 
陳豐書 社友(75.12.27)Alan ♥ 
王美雲 女士(結婚三⼗⼀週年紀念日)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早上 6：：：：4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5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敬敬敬敬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時間：106年 12月 14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   紀錄：張泰西 代理秘書 

出席：陳福源、阮良雄、林傳傑、楊東卿、鄭錦玉、 

何溪泉、蕭錦聰、薛銘鴻、邱馳翔、高建順、 

曾文淵、張泰西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一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一月四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五二

次例會，為舉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

會，變更例會時間於一月六日(星期六)於

新北市農會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第一案：有關本社遷址選票相關辦法。 

決  議：第一輪採絕對多數，如未有一案當選票過

社員人數一半，則淘汰當選票數最低一

案，剩餘兩案再進行通訊投票，第二輪則

採用相對多數，得票數最高者即為最後決

議。 

 

1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上午 10：50報到 11：20開球 

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您的捐獻將如何被擴大運用 

年度基金是基金會所有活動的主要資金來

源。透過分享制度，捐給扶輪基金會的捐獻

被轉為各種獎助，用來資助當地及國際人道

計畫、獎學金、及各種活動。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智慧城市----新北市的想像新北市的想像新北市的想像新北市的想像    

 
立法委員 羅致政 委員 

為什麼談城巿為什麼談城巿為什麼談城巿為什麼談城巿 ? 

•城巿一直是文明創造、經濟成長的中心。 

•到 2030年，世界人口的 60%會住在城巿，會造

成能源、交通、用水、建築、公共空間等很大

的問題。 

•因此，運用科技創造一個能解決上述問題及永

續發展的智慧城巿(smart city)，迫切性在增加當

中。 

智慧城巿的核心智慧城巿的核心智慧城巿的核心智慧城巿的核心 

設計 + 科技  (Design + Technology) 

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在變  

 

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我是誰? 

  

數位原民 vs. 數位移民 

Digital Natives vs. Digital Immigrants 

 

智慧城巿智慧城巿智慧城巿智慧城巿 

 

智慧城巿的基本面向智慧城巿的基本面向智慧城巿的基本面向智慧城巿的基本面向 

•智慧巿民  

•智慧移動  

•智慧環境  

•智慧經濟  

•智慧生活  

•智慧政府 

建構智慧城巿建構智慧城巿建構智慧城巿建構智慧城巿 

•群眾外包 (crowdsourcing) 

•智慧管理 (smart management) 

•科技運用 (use of ICT)  

•共享經濟 (shared economy) 

•物聯網絡 (internet of things, IoT)  

新北巿的想像新北巿的想像新北巿的想像新北巿的想像 

•思想改造  

•經濟改造  

•社會改造  

•政府改造  

空間移民空間移民空間移民空間移民 vs.vs.vs.vs.時間移民時間移民時間移民時間移民 



 

 

扶輪慣用詞及縮寫簡介 
中文 英文 縮寫 

扶輪社 Rotary Club  R.C. 

國際扶輪(總社) Rotary International R.I. 

國際扶輪理事 Rotary International Director R.I.D. 

國際扶輪副社⻑ Rotary International Vice President R.I.V.P. 

前國際扶輪副社⻑ Past Rotary International Vice President P.R.I.V.P 

地區總監 District Governor  D.G. 

下年度地區總監-Annaheim 受訓後 Incoming District Governor I.D.G. 

地區總監當選人 District Governor Elected D.G.E. 

前地區總監 Past District Governor P.D.G. 

去年度地區總監 Immediate Past District Governor I.P.D.G. 

總監提名人 District Governor Nominee D.G.N. 

地區祕書⻑ District Secretary D.S. 

助理總監 Assistant Governor A.G. 

助理總監當選人 Assistant Governor Elected A.G.E. 

助理秘書 Assistant Secretary A.S. 

社⻑ President P. 

社⻑當選⼈ President Elected P.E. 

創社社⻑ Charter President C.P. 

前社⻑ Past President P.P. 

去年度社⻑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I.P.P. 

社⻑提名⼈ President Nominee P.N. 

副社⻑ Vice President V.P. 

秘書 Secretary S. 

糾察 Sergeant-At-Arms S.A.A. 

 

第三次讀書會 
時間：107年 1月 4日(星期四)  

中午 12：30用餐 13：00開始 

地點：本社會議室 

研讀書籍：聖戰與文明－ 

伊斯蘭與西方的永恆衝突 

※當天備有午餐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月 6日(星期六)  

中午 12：00 註冊 12：30餐敘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號) 

主講人：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田弘茂 董事長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本社及新北光暉社主辦本社及新北光暉社主辦本社及新北光暉社主辦本社及新北光暉社主辦，，，，敬請敬請敬請敬請社友社友社友社友

及寶眷及寶眷及寶眷及寶眷踴躍出席踴躍出席踴躍出席踴躍出席。。。。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5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Banker,Canon,Frank,Franklin,Golf,Life, 

Service,Skin,Sticker,Truck,Trust,Wealt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羅致政 委員 立法委員  本 社 

呂  品 醫師 品安診所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02,500 

TERRY 第二期 4,250 

LAWYER 第二期 6,250 

POST 第二期 1,416 

合計  11,916 

累計  614,416 

一般捐款 

Gas 
1.歡喜同學羅委員精彩演講   

2.買時間 
2,000 

Jyi-Lih 歡迎羅致政委員蒞社主講 1,000 

Building 歡喜主講人羅委員精彩演講 1,000 

E.Fu.Ku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ook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Green 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歡迎板東社長羅委員蒞社演講 1,000 

Glue Speaker 精彩演講歡喜 1,000 

Miller 歡喜主講人羅委員蒞臨演講 1,000 

Care 歡迎板東社長羅委員蒞社演講 1,000 

Post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羅致政 講師費回捐 3,000 

合計  15,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Stone 歡喜主講人羅委員精彩演講  1,000 

合計  1,000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 
中山國小小太陽英文課輔計畫 

時間：107年 1月 13日(星期六) 

上午 9：30報到 10：00開始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 

(新北市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號) 

※※※※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此活動由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本社主辦，，，，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敬請踴躍出席。。。。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0 次例會 

                        106年 12月 17日 

●第二次爐邊會議暨扶輪家庭日、休閒活動-電

影欣賞「奇蹟男孩」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1 次例會 

                        106年 12月 28日 

●常年大會-選舉理事、社長當選人、 

社長提名人 

●召開 2018-2019年度理事當選人第一次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2 次例會 

                        107年 01月 04日 

●原訂一月四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五二次

例會，為舉辦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變更例會時間於一月六日(星期六)於新北市

農會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