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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本社球隊榮獲團體競賽 

「亞軍」 

�張慶林社友 Post 榮獲 

個人組「亞軍」 

                                                                                                                                                            
 

 

敬祝生日快樂 
賴正時 前總監(39.10.11)P.D.G. Victor 
鄭光欽 社友(64.10.11)Boss 
林福安 社友(47.10.16)Franklin 
商村田 社友夫人(10.11)Sticker 夫人 
李明川 前社⻑夫⼈(10.15)P.P. Water 夫人 
黃軒凱 社友夫人(10.15)Park 夫人 
李威毅 社友夫人(10.15)Mark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黃軒凱 社友(70.10.13)Park 

陳秀媚 女士(結婚三十七週年紀念日) 
♥ 蔡居祥 社友(80.10.15)Jet 

林寶玲 女士(結婚二十七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3日(星期二)  

上午 11：30報到 12：00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主講人：健康顧問諮詢 吳寶芬 老師 

講  題：健康吃喝快樂生活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10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年 10月 16日(星期二)  

上午 11：00報到 11：30開球 

地點：林口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林口區湖北村後湖 50-1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敬邀踴躍出席球敘~ 

 

第⼆次社⻑、秘書聯誼會 
時間：107年 10月 19日(星期五) 下午 4：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伉儷、Stone祕書伉儷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3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4日(星期三)  

上午 11：30 報到 11：45餐敘  

12：45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2F國際廳 

主講人：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講題：我的人生觀－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台幣台幣台幣台幣))))    

劉祥呈前總監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伍萬元 

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扶輪基金捐獻((((美金美金美金美金))))    

劉祥呈前總監 保羅哈里斯 貳仟元 

賀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視、識、覺–繪畫創作研究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楊子逸 同學 

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研究動機    

 

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研究目的    

探討我們對事物觀看與認識片面性的問題，

認為所見即以為真，有片面曲解的問題。  

試以畫面詮釋在資訊科技時代下，接收訊息

與觀看的片面，對社會現象表述觀感，期能引發

關注與思考。  

研究內容與範圍研究內容與範圍研究內容與範圍研究內容與範圍    

(一)研究重點  

◎研究重點可概括於以下：  

1.視與識，知覺的研究認識  

2.視覺認知原理與特質  

3.創作媒材實驗運用  

4.視覺認知現象轉譯為圖像表現  

(二)研究範圍  

◎研究範圍可概括於以下：  

東方西方學理：完形心理學、數位資訊社會之相

關資料。 

藝術家作品探討：生平、畫作構成分析。  

自我藝術創作各流程剖析：此為本論文主要研究

範圍。  

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研究方法    

 

學理基礎學理基礎學理基礎學理基礎 

社會資訊化進一步使生活世界資訊化被視為

當然，人的自我認同和對社會人文世界的認知也

被認為必須通過資訊符碼網絡作為中介，如果更

進一步激化發展的話，會進一步認為，人以及人

際關係除了資訊符號外空無一物……  

通過資訊科技作為中介，將容易使研究思考

更流於浮面或斷章取義。因為如果只通過資訊網，

人們只能從事瀏灠，而無法深入全面閱讀……  

「「「「整體大於個體的總合整體大於個體的總合整體大於個體的總合整體大於個體的總合」」」」 

當我們在觀察另一個人的時候，並不是先看

到他的手、腳、頭、眼睛、耳朵、鼻子，然後把

這些視覺特徵組合成一個稱為「人」的組合。我

們是直接的觀察到人這個「整體」。  

我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我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我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我們是如何認識世界的？？？？ 

我們看到人的臉和形體，這些圖像我們長久

以來就不陌生，那樣的印象還是我們所儲存資訊

的「某一類」(例如：臉部、溜冰員等)。  

人所看到的不只是事物的總和，而是一種經

過大腦知覺填補後的「完形(Gestalt)」，其認為人

的知覺會主動的將外在事物構形，並組織成一個

可理解的完美清晰樣式。 



 

 

專題演講摘錄 

高效率專業跨領域創新課

程設計工具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傅翊棋 同學 

設計一台遊戲機設計一台遊戲機設計一台遊戲機設計一台遊戲機    

    

為什麼需要跨領域人才為什麼需要跨領域人才為什麼需要跨領域人才為什麼需要跨領域人才    

設計人才：缺乏專業技能與知識  

工程人才：缺乏軟性思考能力  

•華碩董事長施崇棠說「企業需要通才跟專才兼

具的 T型人，以因應跨領域整合的能力」。 

•時代進步快速，科技持續顛覆各種商業模式

時，創新很難只在某一個領域內發生，你在框

框裡能想得到的創意，別人也都想得到。 

•當然存在專業分工，但老闆何不想要一個會多

一點的人。 

•跨領域不是目標，是過程。讓你追求更廣更深

的知識。 

教育的期待教育的期待教育的期待教育的期待    

•教學現場能調整以往偏重學科知識的灌輸式教

學型態  

•教材設計要重視學習歷程及學習方法 

•學習內容要能轉化為實踐性的知識 

軟性思考軟性思考軟性思考軟性思考        

設計思考 

•設計思考如今已不只是認知過程或心態，它還

是有效的創新過程工具，基於理性問題解決進

而以創新設計方式連結傳統商業思維  

•設計思考的訓練給予人們部份設計師的能力有

系統及創意地定義、視覺化、解決與預見問題  

•設計思考五步驟  

•設計思考與雙鑽石思考模型 

創意評估四面向創意評估四面向創意評估四面向創意評估四面向    

•比廣(Flexibility) 

•比深(Elaboration) 

•比多(Fluency) 

•比獨特(Originality) 

 

 

 

 

 

 

 

 

 

 

2018年印尼日惹扶輪地帶研習會 

�時間：2018年11月30日-12月4日 
(星期五-星期二) 

�地點：印尼日惹HOTEL TENTREM 
�請各社友及早註冊，請上研習會官網填寫報

名表，並完成線上繳費，官網如下: 
http://2018yogyarotaryinstitute.org/regi
stration/event 

� 本 次 研 習 會 基 本 ⼀ 定 要 註 冊 Rotary 
Institute(美金320元註冊費)，方能加選其他
研習會議，夫人同行只需註冊Couple(兩位
美金共550元註冊費)即可。 

�為 有 效 協 助 扶 輪 社 友 暨 寶 眷 參 加 並 出 席
2018年印尼日惹扶輪研習會與精選旅遊景
點，DGE Audio特此組團辦理規劃旅遊。請
逕向團隊旅行社報名。 

�敬邀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anker,Canon,Duke,Family,Franklin,Genial, 

Jet,Joe,Max,Money,Pak,Skin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文彬 醫師  本 社 

楊子逸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 

學生 
本 社 

傅翊棋 同學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 

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11,250 

Gas 第一期 6,250 

Gas 第二期 6,250 

Victor 第一期 4,250 

Wine 第一期 6,250 

Bank 第一期 4,250 

A Cheng 第一期 4,250 

A Cheng 第二期 4,250 

合計  35,750 

累計  NT$447,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Oral 結婚 48 週年紀念 1,000 

Care 順利取得棒球 C 級裁判資格 1,000 

合計  NT$2,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本社球隊榮獲 2018-19 年度第

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

賽「亞軍」 
2,000 

Steven 
Torque PP 的公子楊朝陽指導

的學生傅翊棋精彩演講 
1,000 

Archi 10/4 生日快樂 1,000 

Charles 10/4 生日快樂 1,000 

Jamie 10/9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Lion 10/4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Wine 10/7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2 例會 

                        107 年 10 月 11 日 

●主講人：外匯程式交易線上講師  

羅振賓 老師 

●講題：認識全球最夯數位貨幣-比特幣&挖礦 

教學分享 

●節目介紹人：陳福源 前社長 

●召開 10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3 例會 

                        107 年 10 月 18 日 

●主講人：樂賞基金會 林貴月 執行長 

●講題：中國音樂欣賞 

●節目介紹人：陳主義 社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