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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嘉彬 社友(47.06.10)Young 

張瑞仁 前社⾧夫人(06.12)P.P. Bueno 夫人 

♥ 黃  檉 社友(93.06.06)Tech 

賴怡君 女士(結婚十五週年紀念日) 
♥ 劉引巨 社友(84.06.10)Money 

楊家雅 女士(結婚二十四週年紀念日) 

♥ 高智堅 社友(89.06.12)James Kao 
孫嘉惠 女士(結婚十九週年紀念日) 

 

 

 

 

 

 

 

 

 

 
 
 
 

時間：108 年 6 月 11 日(星期二)  

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來福星花園大飯店 

(桃園市八德區東勇街 276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Stone 祕書 

 
 

 

 
 
 

時間：108 年 6 月 10 日 (星期㇐)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土城店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段 196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P.P.Building、P.P.Alex、

Stone 祕書、Post 
 

時間：108 年 6 月 13 日(星期四)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婚宴會館六樓盛典廳 

(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P.P.Alex、 

Michael 社⾧當選人、Stone 祕書、

Nick 
 

時間：108 年 6 月 17 日(星期㇐)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13 樓) 

參加人員：Wireless 社⾧、Michael 社⾧當選人、

Life 副社⾧、Stone 祕書、Tiger 

陳國義前社⾧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饒吳冠社友 板橋分局義警中隊 貳萬元 

※最優惠註冊將於 2019 年 6 月 1 日開始至 6

月 5 日止(共五天)，有意願參與的社友請把

握此次機會。 
※註冊方式：線上註冊並完成線上刷卡。 

※註冊費： 

2019/06/01-2019/06/05 報名：每位 US$395 
2019/06/06-2019/12/15 報名：每位 US$450 

2019/12/15-2020/03/31 報名：每位 US$550 

2020/04/01-2020/06/10 報名：每位 US$650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光與美學的經濟 

 
光拓彩通築照明設計設計 孫啟能 總監 

人類透過五覺攝取資訊，其中最主要的就是
視覺(眼睛)高達87%，其餘覺感加總才佔13%。
藍光對眼睛的危害重點在於使用時間的⾧短，現
代人對3C產品依賴性高，甚至習慣睡前使用，易
使眼睛不適產生病變。 

LED、傳統光源、太陽皆含有藍光，而同色
溫的燈，藍光含量都差不多，色溫越高、藍光越
高。 

在1879年10月21日成功發明電燈，從此改
變了人類生活模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生活是沒有界限的，許多事都互相牽連㇐線，
需要用設計手法、總合觀、超越分類這件事來對
應解決。 
˙2018年智慧照明(Smart Lighting)市場產值將

達38.43億美元。 
˙2020年智慧照明(Smart Lighting)市場產值將

達75.71億美元。 

針對於不同波段的光對大腦的刺激與生理的

影響，使用照明來規劃出最符合作息的燈光，以

健康為出發，讓光不再只是點亮而已。 

「其實最美的光，莫過是天光，因此智慧照明無

論怎麼發展，都該師法自然。」 

–傳統迴路的觀念會被網路取代「物聯網」。 
–未來的智慧照明，不再只著眼於色彩變化，色溫

的調整將愈顯重要。 

–除了節能、環保，還應關注人的感受及健康。 
–每天從早到晚，陽光的強度、色調皆有所差異，

也會對人體造成影響。 

–現代醫學亦證實，人體的激素分泌，無時無刻隨
著光線的變化而調整。 

–模擬自然光的設計，肯定可以對使用者的健康有

幫助。 

住在會呼吸的房子，生活在健康的光裡。照
明設計除了美學以外，節能與環保也是設計上的

重點。不當的設計影響的是身心健康，對環境也

會造成光汙染。照明設計、是㇐門讓光與生活連
上關係的藝術。 

 

 
 

1.蕭君揚 Jason 4.陳怡縈 Wendy 

2.蘇聖淵 Aso 5.陳伶嘉 Gina 

3.黃盈庭 Chelsea  

 



 

 

活動時間：108年10月20(星期日) 
報名日期：108年6月1日～8月31日 
活動地點：二重疏洪道-蘆洲成蘆橋下 
參加對象： 
1.扶輪社友及慢跑協會社團及熱愛路跑運動民眾 
2.為推廣反毒觀念與行動，也基於向下紮根的教育理念，特於3.5K中免費提供500個名額給各級國、

高中學生、教職員 
贈品：運動衣、毛巾、咔滋爆米花、保險、礦泉水、摸彩券 
摸彩品：iPhone手機三台、高級越野單車三台、人蔘酒兩瓶、金湧泉免費泡湯卷五十張…陸續增加中。 

早鳥優惠：報名22k、11k並於2019/6/15前報名並繳款者，贈送價值420元運動襪㇐雙 

競賽分組、活動費用及起跑時間： 
項  目 報  名  費 起 跑 時 間 

22K 超半馬 800元 6：30 

11K 競賽組 600元 7：20 

3.5K 休閒組 400元 7：30 

3.5K國、高中學生、教職員，免報名費(限額500名) 
 

我的扶輪社友們， 
我謹懷著沉重的心情，宣布辭去國際扶輪社⾧提名人職位。雖然我的夢想曾是擔任你們的社⾧，但此
刻我的健康狀況使我無法盡力為你們與社⾧㇐職完美奉獻。我相信扶輪應該從那些被選為代表我們這
個偉大組織的人士得到盡善盡美奉獻，絲毫也不能減少。 
經多次深思熟慮並與家人商量後，我已做此艱難決定。這不僅令我們大家感到失望，而且我深知這也
令印度許多扶輪社員深感失望，他們原先非常自豪地看到我們國家有人再次被任命為社⾧。但我知道
這對扶輪國際而言是最好的決定。 
我成為扶輪社員已逾40多年，它給了我㇐切我能要求的事物。我認為再也沒有比被提名委員會選為
2020-21扶輪年度國際扶輪社⾧還要更高的榮譽。我將繼續自豪地擔任扶輪社員，並追求㇐些我原本
在擔任社⾧期間想要完成的重大計畫，因為我知道我們有望在未來取得更多偉大的成就。 
我希望接替我成為社⾧的候選人㇐切順利，並感謝大家在過去㇐年中給予我的支持和鼓勵。 
選舉㇐位新的社⾧提名人 
在社⾧提名人古普塔Sushil Gupta宣布因為健康理由辭職後，2018-19社⾧提名委員會將以電子方式
召集會議，選舉㇐位新的社⾧提名人。目標是在至遲於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結束選舉過程。 
如果在2019年5月31日之前沒有收到對委員會提名人選的挑戰，國際扶輪社⾧拉辛Barry Rassin將宣
布提名委員會選出的人選為新的社⾧提名人。 
當新的社⾧提名人被選出時，將會有㇐份公告公布於國際扶輪網站Rotary.org。 

摘自6月份扶輪月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15 名 
出席人數：52 名    免 計出席：14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rt,Boss,Duke,Frank,Golf,Joe,Seven,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孫啟能 設計總監 光拓彩通照明設計 本 社 
鄭采庭 設計師 光拓彩通照明設計 本 社 
楊惠元 負責人 富泉園藝有限公司 本 社 

林立偉 總經理 
新春綠能股份有限 
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65,836 
Franklin 第四期 4,250 
Nick 第四期 4,250 
Young 第四期 4,250 
合計  12,750 
累計  NT$1,378,586 
㇐般捐款 
Life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Jamie 
歡迎孫啟能設計總監蒞社演
講 

1,000 

Care 感謝 Alan 代理出席 1,000 
Alan 歡喜代理出席 1,000 

Nick 
夫人生日快樂、第㇐次介紹
主講老師 

1,000 

合計  NT$5,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Stone 主講人精彩演講 1,000 
Trust 6/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rbon 6/4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Bank 6/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Construction 6/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Schooling 6/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6,000 
 
 
 
 
 
 
 
 
 
 
 
 
 
 
 
 

 

     第 2726 例會 

                       108 年 06 月 06 日 
●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 黃盈庭 同學 

講題：電力電子產業之發展趨勢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 簡志剛 同學 

講題：藝術人生-簡志剛創作分享 

●節目介紹人：蕭錦聰 前社⾧ 

     第 2727 例會 

                       108 年 06 月 13 日 

●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蒞臨演講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刑志彬 同學 
講題：親職教育的身教與言教- 

      當代教育的困境 

●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得獎學生 佐藤円 同學 
講題：司法與立法之關係-台日比較 

●節目介紹人：蕭錦聰 前社⾧ 

●召開 6 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