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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通知開會通知開會通知開會通知    

第廿八屆地區年會第廿八屆地區年會第廿八屆地區年會第廿八屆地區年會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宜蘭運動公園宜蘭運動公園宜蘭運動公園宜蘭運動公園    

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四月十四日(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10:00-12:20 開幕式 

12:20-13:50 午餐 

13:50-15:50 第一次全會 

15:50-16:20 茶點時間 

16:20-17:40 第二次全會 

17:50-21:30 晚宴 

四月十四月十四月十四月十五五五五日日日日(星期星期星期星期日日日日) 

08:50-11:20 第三次全會 

11:20-12:00 開幕式 

12:30-14:30 惜別午餐會 

                                                                                                                                                             
 

 

敬祝生日快樂 
陳錫文 社友(61.02.14)Care 
林志郎 前社⻑(31.02.15)P.P.Shi-Lo 
黃浴期 社友(40.02.18)Jimmy 
陳永洋 社友(63.02.18)Tile 
何溪泉 前社⻑夫人(02.10)P.P.Lucky 夫人 
蔡居祥 社友夫人(02.15)Jet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李文良 社友(68.02.09)Skin ♥ 
施彩雲 女士(結婚三十九週年紀念日) 
吳明田 前社⻑(59.02.13)P.P.Miller ♥ 
吳謝惠美 女士(結婚四十八週年紀念日)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暨 
獎助金管理研習會 

時間：107年 2月 24日(星期六)  

上午 9：20報到 9：50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號) 

參加人員：Wireless社⻑當選⼈、 
P.P.Miller 扶輪基金主委、 
Stone 祕書當選人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0 週年慶典 

時間：107年 3月 3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2樓) 

 

 

 

 

 

 

 

 
 

永和扶輪社授證 41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107年 3月 10日(星期六)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儷宴宴會館 

(新北市永和區民權路 53號 9樓) 

 

春節團拜暨女賓夕 

時間：107年 3月 4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樓-如意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敬邀全體社友敬邀全體社友敬邀全體社友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寶眷踴躍出席參加寶眷踴躍出席參加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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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台灣內湖 特斯拉總公司 詹智超 車主顧問 

特斯拉(英語：Tesla Inc.)曾經叫做特斯拉汽
車，是美國最大的電動汽車及太陽能公司，產銷
電動車，太陽能板及儲能設備。最初由艾博哈德
(Martin Eberhard)和塔本寧(Marc Tarpenning)
於 2003 年 7 月 1 日所創辦，工程師萊特(Ian 
Wright)加入成為公司的第 3 號員工，不久之後
伊隆•馬斯克投資該公司並成為特斯拉最大股東
及董事⻑，並僱傭鋰電池專家史特勞⾙爾 (JB 
Straubel)而組成公司早期的團隊。 

特斯拉也是世界上最早上路的自動駕駛汽車
生產商，並利用這些道路經驗來改進產品，開發
基於神經元網路的自駕人工智慧。2016 年 11 月
17⽇特斯拉汽⾞收購⾺斯克的另⼀家公司：太陽
能發電系統供應商 SolarCity。2017 年 2 月，特
斯拉汽車亦正式更名為特斯拉(Tesla Inc.)，進⼀
步把電動車業務，拓展到住宅及商業太陽能蓄電
系統領域，打造為清潔能源企業。向客戶提供端
到端的清潔能源產品。 

特斯拉研發的第⼀輛⾞是以英國蓮花跑⾞
Lotus Elise 為 基 礎 的 純 電 動 跑 車 Tesla 
Roadster，是第⼀輛使⽤鋰離⼦電池的汽⾞，也

是第⼀輛充電能⾏駛超過 200 英里的電動汽車。
其跑車型號從 0 加速到 60mph 只需 3.7 秒，根
據公司的環境測試，能量效率為 Toyota Prius 的
兩倍。從 2008 年至 2012 年，並在 31個國家銷
售超過 2250輛 Roadsters。 

在 2010 年開始為英國和愛爾蘭市場生產右
側行駛的 Roadster，並擴 2009 年 3 月 26 日為
全電動豪華車 Tesla Model S揭幕，預期基礎價
格為稅前 57400 美元，引發全世界電動車熱潮。
2010 年起接手新聯合汽車製造公司的舊廠區，成
為北美生產中心。 

除純電動車外，特斯拉也為其他汽車公司的
電動車提供電池等的零件。對多顆電池能源管理
的技術是 Tesla 的優勢所在。特斯拉和松下合作，
在美國建設鋰電池工廠（Giga Factory）以滿足
自己的鋰電池需求，並降低鋰電池的成本。 
2016 年 2 月獲得 Tesla.com 域名，在此之前此
域名由矽谷工程師格羅斯曼(Stu Grossman)於
1992 年註冊但未曾使用，改以Teslamotors.com
的域名替代。 

特斯拉車型-現在，特斯拉已經生產 Tesla 
Roadster、Tesla Model S、Tesla Model X及
Tesla Model 3 四款車型。 
能源 

Tesla Powerwall 是⼀款由特斯拉汽⾞研發
的鋰電池集成家用儲能系統，適合儲存可再生能
源，如太陽能和風能產生的電力，在晚間或無風
的時候供應家庭和企業使用。也為電動車輛充
電。該產品在 2015 年公布，預計 2017 年隨特
斯拉的內華達工廠完工後開始發售。 

特斯拉公司以電氣工程師和物理學家特斯拉
命名。特斯拉汽車在臺北內湖設置展示中心兼保
修廠，並在捷運圓山站附近設置特斯拉電動車的
專屬充電站。若對特斯拉有興趣深入了解者上
網：https://www.tesla.com/zh_TW/感謝！ 



 

 

 
 

發文日期：2018 年 1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國扶辦字第 201718114 號 
主旨：公告 2020-2021年度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選案。 
說明：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4章第 14.020.條規定辦理。 
二、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 2017 年 12 月 11 日假地區辦公室召開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資格審
查結果候選⼈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投票通過三重東區扶輪社前社⻑陳向緯為
2020-2021 年度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本地區 2017 年 12 月 12 日國扶辦字第 201718091 號函送地區總監提名人遴選結果，並公告各
社若有意挑戰之候選人，請於 2017 年 12 月 26 日前提交相關資料至地區辦公室。原本於截止日
前所收到之挑戰信函已於 2018 年 1 月 9 ⽇⾃⾏來函撤銷，因此公告前社⻑陳向緯當選為
2020-2021 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地區總監：謝漢池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林慶明 

 

 

項次 行 程 內 容 

第 
⼀ 
天 

板橋~⻑源圳⽵林步道~鹿谷茶鄉小旅行~溪頭妖怪村  
06:50 北門土地公廟 
07:10 新埔捷運站2號出口-馥華飯店 
11:00 ⻑源圳⽵林步道(小半天)竹林步道美 

景、生態導覽... 
12:00 風味午餐 
13:30 玩茶樂、品茗樂(分成二組)  

A.換上採茶裝前往茶區 採茶、製茶體
驗… 

B.圍爐煮茶品茗茶道體驗…  
※A/B組完成後再來交換… 

17:00 飯店入住 
18:00 飯店晚宴+餐敘聯誼 
※夜遊妖怪村…  

餐食  早餐：中式早點  午餐：竹筒飯風味餐 晚餐：飯店晚宴+餐敘 
飯店  溪頭~ 妖怪村主題飯店 

第 
二 
天 

妖怪村~溪頭森林輕鬆遊~竹燈籠(或藏傘閣)觀光工廠~採購名產~台北  
08:30 溪頭森林行 

A.流流汗-(大學池、森林步道、溪頭空
中走廊賞景…)  

B.輕鬆玩-(大學池、妖怪村商圈逛逛、
剛出爐妖怪村麵包(須排隊))  

11:00 飯店退房 
11:40 風味午餐 

13:30 竹燈籠光觀工廠  
※或安排藏傘閣文化園區  
(工廠參觀導覽、創意傘展示、自費DIY、園
區採購樂)  
18:00 風味晚餐 
※返回板橋~珍重再見~  

餐食 早餐：飯店內自助餐  午餐：和雅谷鱒魚野菜  晚餐：桃群風味料理  
飯店 可愛的家  

 

來函照登 

107.04.21107.04.21107.04.21107.04.21----22222222 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溪頭小半天....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妖怪村尋奇二日遊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2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 席 率：90%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Banker,Brain,Family,Genial,Jet,Printer 

Sticker,Tea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詹智超 顧問 台灣內湖 特斯拉總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73,166 

WINE 第三期 4,250 

BUENO 第三期 4,250 

E.FU.KU 第二期 4,250 

E.FU.KU 第三期 4,250 

TIMMY 第一期 4,250 

TIMMY 第二期 4,250 

TIMMY 第三期 4,250 

合計  29,750 

累計  1,002,916 

一般捐款 

Gas 

1.買時間  

2.歡喜 Jyi-Lih PP 結婚六十週年

快樂 

2,000 

Archi 歡喜主講人精彩演講 1,000 

Jyi-Lih 結婚六十週年快樂 20,000 

Book 歡迎詹顧問主講人精彩演講 1,000 

Lawyer 祝 Jyi-Lih PP 結婚六十週年快樂 1,000 

Alex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詹智超 講師費回捐 3,000 

合計  29,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ax 

1.謝謝 Mark 的情義相挺舒公益

網活動  

2.謝謝社長及各位 PP、社友的

關心 

2,000 

James 2/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ervice 2/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ech 2/3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5,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57 次例會 

                        107 年 02 月 08 日 

●主講人：馬偕紀念醫院協談中心  

呂奕熹 諮商心理師 

●講題：壓力調適與 HRV 生理回饋儀的運用 

●節目介紹人：吳明田 前社長 

●召開 2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8 次例會 

                        107 年 02 月 15 日 

●適逢春節連假，休會乙次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9 次例會 

                        107 年 02 月 22 日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