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05 日   第 1375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羅致政先

生、中華民國美髮美容經營者聯誼會會長林振

哲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tock、P.P.Eric，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Duval 報告： 

(1) 感謝社長 Lobo 致贈全體社友環保水

瓶。 

(2)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謹訂

於十月十九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

三十分假社館舉行，敬請全體社友踴

躍推薦優秀員工接受表揚。 

(4) 尚未繳納社費、爐邊會、秋季旅遊住

宿費、圓夢計劃認捐款、扶輪基金費

用之社友，敬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

納。 

(5) 中午用餐若需要茹素者，必需提前告

知廚房以利備餐。 

 社友 Kenny 介紹主講者 

姓名：羅致政先生 

現任：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民進黨新北 

市黨部主委、台灣東北亞學會及台俄協 

會秘書長。 

   曾任：民進黨中央黨部發言人、新台灣國策智 

庫執行長、國策研究院執行長、外交部 

研究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東吳大學政 

治學系主任。 

   經歷：快樂聯播網「快樂看天下」、「綠逗會 

客室」節目主持人、民視「台灣看天下」 

節目主持人、快樂聯播網「診斷台灣」 

節目主持人、民視「頭家來開講：羅致 

政時間」節目主持人、宏觀電視「Taiwan  

Outlook」英語節目主持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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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趨勢與變數下的台灣 

  

 

 

 

 

 

 

 

 

 

 

東吳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羅致政先生 

現在進行式 

‧Line, WhatsApp, WeChat 

‧相機 vs.手機  

‧Nokia、Motorola  

‧語音辨識、動作辨識、腦波辨識 

‧內服健康科技 

‧Robot-Taxis (Google 無人駕駛車) 

‧ETC 

為未來做好準備！但，未來長什麼樣？ 

‧趨勢(方向)vs.變數(風險) 

想像未來 

‧未來能源  ‧創新經濟 

‧氣候變遷  ‧長生不老 

‧人力資源  ‧虛疑真實 

‧仿生科技  ‧無限可能 

大趨勢 

‧全球化：疆界模糊化，世界一體化。 

‧多極化：動力多元、議題多元、發展多元。 

您知道嗎？ 

2020 年最熱門的十種工作，在現在可能根本不存

在。 

Jobs of the future 

‧Green jobs (Traceability manager) 

‧Digital architect 

‧Mechatronical engineer 

‧Hydrogen fuel station manager 

‧Personal robot mechanic 

‧LocaPreneur 

‧Bioinformationist, Geomicrobilogist 

‧Home companion-caretaker 

‧Etc. 

我們生在一個十倍速爆炸的時代，根據估計《紐

約時報》一週所包含的資訊量…比十八世紀一個

人一生可能接觸到的資訊量還要多。 

新一代的光纖每一條每一秒傳輸量是10兆位元， 

也就是說每秒傳輸 1900 張光碟一億五千萬通電

話。 

各種科技達到巿場上 5千萬人使用的所需時間 

‧收音機: 38 年  ‧電視: 13 年 

‧網際網路: 4 年 ‧iPod: 3 年 

‧Facebook: 2 年 ‧Google+: 1 年 

‧Line: 半年    ‧iPhone 5：3 個月 

科學家預估，西元 2049 年時，售價 1,000 美金

電腦的運算能力就會超越全人類的大腦運算能

力總和，這代表了什麼？轉變正在發生。 

‧Lessons 1：不變是最危險的，改變是有風險

的，求新求變/擁抱風險。 

‧Lessons 2：看得更遠，想得更多，動的更快。 

‧Lessons 3 : 獲取/運用/創造資訊，成本接近

於零，而且無所不在，同時速度加快。 

台灣的挑戰與利基 

‧咁仔店的故事 

‧Small but Smart 

‧人才 vs.舞台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致贈羅副教授小社旗、紀

念品，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狀況、紅箱收入情形。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扶輪 ABC  - 缺席的規定 

模範扶輪章程規定在三種情形下扶輪社員

將被該社理事會除籍：連續四次缺席或未補

出席例會，每六個月期間出席或補出席例會

不到 50%，每六個月期間出席自己所屬社的

例會不到 30%。這三種情形的任何一種，理

事會可決定是否失去社員資格。 

當社員連續缺席四次例會，理事會將通知社

員，這樣的缺席可以被視為請求停止社籍。

所以，理事會得以多數表決，終止他或她的

社籍。 

對某些社員來說，這些規定似乎過於嚴苛。

然而，出席例會是社員加入扶輪時接受的義

務之一。扶輪社章程僅強調扶輪是個參與性

的組織，十分重視正常出席。當一位社員缺

席時，全社就失去與這位社員的聯誼。出席

例會對每個扶輪社的有效運作有很大的助

益。 



十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張富逸、郭昭揚、張正鳴、陳嘉偉、 

          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 

陳萬祥、劉炳華、邱仁賢。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九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一月份行事曆 

11/02 第 1379 次例會，提前至十月二十 

七日-十月二十八日舉行秋季旅遊-米 

堤大飯店二日遊。 

11/09 第 1380 次例會，「國際相撲運動 

與台灣」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 李明 

峻先生。 

11/16 第 1381 次例會，「行的奇蹟」財 

團法人希望基金會董事長 紀政女士。 

11/23 第 1382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分區 

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假中和南寮福 

德宮舉行。 

11/30 第 1383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是否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學 

生。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秘書處理。

 

社區服務-第二分區七社聯合世界清潔日 

時間：9月 28 日(星期六)09:00 

地點：板橋火車站 

Clean Up the World 為全球性的組織，每年超過 125 個國家、4000 萬人參與這個活動，是世界

上規模最大的環保盛事。希望從清掃開始，喚起大家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並在日常生活中落實垃

圾減量(Reduce)、再生利用(Recycle)、重覆使用(Reuse)、環保堅持(Refuse)的環保觀念。    

七扶輪社，早上九時在板橋火車站站前廣場集合，倡導環保觀念、落實環保生活後，隨即各社自

行帶開，在縣民大道、文化路、新府路進行周邊環境清潔，致力維持板橋區門面之整潔面貌。 

此次，七社也特別與台鐵合作，在火車站內安排紅十定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人員，舉行 CPR、AED

演練教學，強化社區民眾急難救助操作能力。 

 

 

 

 

 

 

 

 

 

 

 

 



本週節目 

十月十二日 

第 137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連耀霖 

主  講  者：愛捷科技董事長 郭道明先生 

講      題：水科學與養身保健 

 

下週節目 

十月十九日 

第 1377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敬祝 生日快樂! 

章明仁社友(46.10.12) 

謝堂誠前社長(38.10.15) 

郭昭揚前社長(32.10.1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10月 05日   第 137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First、Herbert、 

Jeremy、Just、Ming-Long、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George、Hero、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0月 05日   第 137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376,000
Aero 4,000 Lobo 5,500
AL 1,000 Masa 2,000
Cathay 1,000 Master 4,000
Coach 1,000 Otoko 2,000
Dental 1,000 Picasso 1,000
Duval 1,000 Polo 1,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Eric 2,000 Shige 1,000
Frank 2,000 Smile 1,000
Fuku 1,000 Stock 6,000
Jack 1,000 Sunny 3,000
James 1,000 Sun-Rise 1,000
Jason 3,000 Tea 1,000
Junior 1,000 Tiger 2,000
Kenny 1,000 Tony 1,000
Lawyer 1,000  
小計：     $55,500 總計：    $431,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71,500
Picasso 5,200 Lobo 17,000
Land 7,700 Roberta 7,700
小計：      $37,600 總計：     $309,100
 

社區服務-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 

輪社青少年憂鬱防治校園宣導 
時間：10 月 18 日(星期五)09:00 

地點：板橋國中活動中心。 

  

秋季旅遊-南投米堤大飯店二日遊 

日期：10月 27日(星期日)-28日(星期一) 

集合：06：50 四川路社館 

06：50 文化路馥華飯店 

備註：屆時社內備有早餐、水果、礦泉水。

個人藥品、雨具、防曬用品則請自

行準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