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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莊志翔 社友(60.06.26)Duke 
吳榮欽 社友(57.06.27)Banker 
徐維志 社友夫人(06.23)Infinity 夫人 
李文良 社友夫人(06.24)Skin 夫人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紀念 

暨交接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22 日(星期五)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 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道⼆段 8 號) 
參加人員：Gas社⻑、P.P.Apple、I.P.P.Bank、

Wireless社⻑當選⼈、Park 祕書、
Construction、James Kao、Money、
Stone、Schooling 

 
板橋扶輪社聯誼餐敘晚會 

時間：107 年 6 月 24 日(星期日) 下午 6：00 
地點：上海銀鳳樓(新北市板橋區中⼭路⼀段 2 號) 
 
 
 
 
 
 
 
 
 
 
 
 
 
 
 
 
 
 
 

~~~~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    

※七⽉⼀⽇(星期日)本社第 52屆社⻑職員就職
典禮將拍攝社友及夫人合照(放於社員名錄
上)，敬請各位社友於當天下午 4:00-4:30 之
間提早到達授證會場凱達大飯店 3 樓(台北市
萬華區艋舺大道 167 號)，以利照片之拍攝，
感謝您的配合，謝謝！ 

第四次新社友座談會花絮 
時間：107 年 6 月 9 日 地點：三峽介壽國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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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察服務警察服務警察服務警察服務    樂活新北樂活新北樂活新北樂活新北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艾鵬 副局長 

 

 

智慧領航 
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感知化-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 3D科技維安網科技維安網科技維安網科技維安網  

以 3D 縱深維安部署概念，藉由感測技術、雲端

服務，掌握全方位影像  

互連化互連化互連化互連化-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  

整合政府資源，連結 41項資料庫，海納 7億餘筆

資料  

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智慧化-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  

導入智慧影像分析，快速過濾影像，大幅提升員

警辦案效率  

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全方位 3D科技維安科技維安科技維安科技維安  

˙̇̇̇結合雲端及物聯結合雲端及物聯結合雲端及物聯結合雲端及物聯網網網網，利用高畫素網路攝影機、

路口監視器、穿戴式設備及警用無人機等裝

置，建構全方位 3D維安網。 

˙̇̇̇102 年至 107 年 5 月執行包含歡樂耶誕誠、萬

金石馬拉松、平溪天燈節、海洋音樂祭等勤務，

共計出勤 1,574 場次，所有活動過程均圓滿順

利完成。  

˙̇̇̇整合整合整合整合「「「「智慧影像分析人臉辨識系統智慧影像分析人臉辨識系統智慧影像分析人臉辨識系統智慧影像分析人臉辨識系統」」」」，針對進場

民眾臉部影像逐一辨識，當影像與人臉資料庫

比對相符時可於手持行動裝置 ipolice app發出

警示，由第一線員警立即進行攔查確認身分，

強化勤務活動及執勤人員安全。 

˙̇̇̇入圍入圍入圍入圍 2018IDC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亞太區智慧城市大獎。 

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治安資訊服務決策系統  

˙̇̇̇建建建建置警政大數據資料庫置警政大數據資料庫置警政大數據資料庫置警政大數據資料庫，跨單位整合政府資

源，海納 41項資料庫，7億餘筆資料。 

˙̇̇̇運用於各項刑案偵查、預防工作上。 

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系統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系統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系統雲端智慧影像分析檢索系統  

˙̇̇̇透過雲端架構，處理巨量影像資料，提供 4大

功能： 

1.影帶濃縮。 2.車牌辨識。 

3.車輛軌跡追蹤。 4.監視器妥善率辨識。 

警犬隊警犬隊警犬隊警犬隊  

問題：炸彈治安事件仍有發生，毒品未能有效遏

制，員警人力有限 

作法：率全國警察局之先，成立警犬隊，協助查

緝毒品、搜尋爆裂物、執行場地安檢等  

成效：106 年 5 月受邀出席歐盟偵爆犬工作小組

會議，工作表現受國際肯定成功完成臺北世大運

場檢維安艱鉅任務  

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  

˙̇̇̇現點速率現點速率現點速率現點速率(固定桿或活動式測速固定桿或活動式測速固定桿或活動式測速固定桿或活動式測速)，，，，對於速度管對於速度管對於速度管對於速度管 



 

 

理的成效有限理的成效有限理的成效有限理的成效有限，以 2015年 10月 22 日國道 1、3、

5 號之 ETC資料分析，超速 22萬 9,599輛 ，固定

桿測速舉發 221件，舉發率舉發率舉發率舉發率 0.0125%(每萬輛違規每萬輛違規每萬輛違規每萬輛違規

車僅被舉發車僅被舉發車僅被舉發車僅被舉發 1.25件件件件)。  

˙̇̇̇英國、義大利、瑞士、西班牙、奧地利、捷克、

挪威、法國、中國…均有推行。  

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 

˙̇̇̇國外研究顯示國外研究顯示國外研究顯示國外研究顯示，，，，降低交通事故率降低交通事故率降低交通事故率降低交通事故率 33%至至至至 85%，

降低一氧化碳排放量 15.3%，氧化氮化合物

4.6%，空氣懸浮微粒 6.4%，二氧化碳的排放量

5%。  

˙̇̇̇萬里隧道預定自 107年 7月 1 日起開始執法。 

廣義治安(第三方警政) 
指除了傳統犯罪偵防(狹義治安)外，舉凡直

接或間接與治安相關之事項，例如公共安全、環

保、食品、教育、婦幼等、均屬之  

核心精神核心精神核心精神核心精神：：：：跨部門跨部門跨部門跨部門、、、、公私協力公私協力公私協力公私協力 

三層級治安會報三層級治安會報三層級治安會報三層級治安會報  

問題：諸多治安事件如無法有效反應處理，易衍

生對市府整體治安滿意度不佳 

作法：藉由地方分局、派出所深入社區，瞭解地

方上的問題，集結有關單位一同解決 

成效：民眾反映事項 345件，解決 341件，轉介

他機關辦理 4件 

社區安全防護網社區安全防護網社區安全防護網社區安全防護網 

問題：精神病患(含疑似)於社區滋擾案件，如未

即時、妥善處理，易造成社區居民質疑政府作為 

作法 

 

公安聯合稽查公安聯合稽查公安聯合稽查公安聯合稽查  

問題：電子遊戲場、養生館等場所，除具治安疑

慮，常亦為違章場所，嚴重危害公眾安全  

作法 

 

福樂家園  
以服務營造便利、親善的環境，建構幸福快

樂的家園 

用心網助平安守護用心網助平安守護用心網助平安守護用心網助平安守護  

問題：兒少失蹤不僅造成家庭缺憾，也牽涉許多

複雜社會問題  

作法：結合跨局處力量，擴大協尋對象，並以刑

事案件專案列管 

成效：尋獲率 98% 

交通好行三項措施交通好行三項措施交通好行三項措施交通好行三項措施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8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Brain,Frank,Food,Golf,Infinity,Land,Printer, 

Seven,Skin,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艾鵬 副局長 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本 社 

王文澤 分局長 新北市政府板橋分局 本 社 

黃孟慧 校長 三峽區介壽國小 本 社 

高珠容 主任 三峽區介壽國小 本 社 

蕭惠珊 教練 三峽區介壽國小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44,282 

JOHNNY 第四期 4,250 

NICK 第四期 4,250 

STOCK 第四期 4,250 

CANON 第三期 4,250 

CANON 第四期 4,250 

合計  21,250 

累計  1,565,532 

一般捐款 

Gas 

1.歡迎艾副局長及王分局長蒞臨

例會 2.歡迎日本高岡社松原前

社長蒞臨例會 3.買時間 

3,000 

Victor 歡迎主講人，我多年好朋友 2,000 

Lawyer 歡迎同學高岡社松原前社長 1,000 

Ortho 順利騎車北進武嶺成功!! 1,000 

Tiger 歡喜代理出席 1,000 

Jimmy 
1.6/15結婚週年快樂 2.歡迎艾副

局長及王分局長蒞臨例會 
2,000 

合計  10,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ax 
1.6/15生日快樂  

2.歡迎艾鵬副局長精彩的演講 
2,000 

Canon 6/15生日快樂 1,000 

Seven 6/19生日快樂 1,000 

Young 6/18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5,000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紀念 

暨交接慶典 
時間：107 年 6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 

(新北市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參加人員：Gas社⻑、Wireless社⻑當選⼈、 

Park 祕書、Stone、Mark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76 次例會 

                        107年 06月 21 日 

●第 52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籌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77 次例會 

                        107年 06月 28 日 

●下屆社務行政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