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9 日  第 1577 次例會 

 

 下午一時，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Otoko： 

歡迎前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顏

宗明先生、褓姆廖金順 P.P.Lion、板橋扶輪

社社長陳福源 P.Gas、祕書黃軒凱 S.Park、

前社長林延湯 P.P.Building、前社長薛銘鴻

 P.P.Lawyer、副社長林傳傑 V.P.Michael、

社友陳豐書 Alan、社友程萬全 Judge、社友

陳瑤國 Life、社友張泰西 Stone 蒞臨本社。 

祝福 P.E.Sky，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歡喜就好」。 

 板橋扶輪社社長陳福源 P.Gas 致詞：貴社在

歷屆社長與社友支持下社務運作順利，這幾

年也因為 P.D.G.Trading 擔任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董事長，貴社這幾年捐獻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也是全台灣名列前矛(第一名)，身為

貴社的褓姆社我們深感榮耀。也希望貴社社

長羅致政 P.Master，有機會再安排來板橋扶

輪社演講。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與

板橋扶輪社社長陳福源 P.Gas 互換小社旗，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個人也準備紀念品致

贈板橋扶輪社社長陳福源 P.Gas。 

 褓姆廖金順 P.P.Lion 致詞：今日歡喜能與

板橋扶輪社一起來訪問板橋東區扶輪社。板

橋東區扶輪社這幾年來的表現，讓身為褓姆

的我很放心也很驕傲。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感謝 P.D.G.Trading 致贈全體社友、與 

會來賓保加利亞玫瑰純露。 

(2) 慶祝中秋節晚會&爐邊會&頒發金榜題名

&歡迎馬來西亞 A M P A N G 扶輪社

P.D.G.Ken 伉儷蒞台，謹訂於九月二十

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凱撒飯店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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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本年度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活動，

謹訂於十月十四日(星期六)假社館舉

行。敬請各位社友踴躍推薦優良員工參

與表揚活動，屆時社內將會準備獎牌乙

面、禮金一仟元、紀念品一份致贈優良

員工。 

(4)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

十月十六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長庚

高爾夫球賽舉行。報名費每位 500 元、

擊球費每位 3100 元，敬請社友寶眷踴

躍報名參加。 

 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 介紹主講者： 

姓名：顏宗明先生 

學歷：東吳大學商用數學系學士、經濟研究 

所碩士 

曾任：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兼新 

竹生物醫學園區計畫辦公室主任、中 

華大學企管所兼任講座教授、交通大 

學科技管理研究所兼任副教授、亞洲 

科學園區協會理事會執行理事…等 

現任：玄奘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兼任客座教 

授、兆豐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盈正豫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牧 

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董事、漢科 

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榮譽：2011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院士、新 

竹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榮譽理事、亞洲 

科學園區協會(ASPA)顧問 

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

展的貢獻 

 

 

 

 

 

 

 

 

 

 

前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顏宗明先生 

知易行難 

開發設立科技園區爭取產業競爭優勢，已是各國

及地方追求經濟成長的顯學。 

但如何開發與經營管理的好?才是大家想知道的

難題。 

一、 地方人士對科學園區的迷思 

迷思一:為什麼第一個科學園區要設在新竹交大 

、清大後面這一片土地上?  

迷思二:蔣經國、孫運璿、李國鼎、徐賢修、林 

       保仁縣長…等對科學園區貢獻誰最大? 

迷思三:科學園區的環境汙染(水、空氣、垃圾) 

       及交通問題困擾?兩大問題的爭議 (政 

    治大於經濟) 

迷思四:新竹科學園區分一期(250 公頃)、二 

       期(78 公頃)、三 期(新竹市 300+縣 25  

    公頃)、四期(竹南 129 公頃、銅鑼 350 

公頃、龍潭 107 公頃、新竹生醫 38 公 

頃、宜蘭 71 公頃)等共四期開發。為什 

麼現新竹縣三期徵收失敗? 

迷思五:為什麼新竹縣三期沒有徵收而那些土地 

      一直是保護區不解編?民國 84 年已函請 

縣政府解編，為什縣府未做? 

迷思六:「竹南大埔事件」又是怎麼一回事?苗栗 

  縣政府之都市計畫與「新竹科學園竹南 

     基地暨周邊地區特定區」之計畫(非園 

四期範圍)有何關係? 

迷思七:為什麼全國設那麼多科學園區?有那麼 

       多高科技公司嗎? 

二、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的貢獻 

1. 就業 

2. 每人平均所得 

3. 消費 

4. 產業連鎖效果 

三、園區的永續經營 

創新、人才、投資環境(租稅、勞動條件、  

    水電…)、兩岸關係。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顏教授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謝

其精彩演說。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4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剪影 

*時 間：8月 19 日(星期六)13:00                                          *地 點：社館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與板橋扶輪社                褓姆廖金順 P.P.Lion 為本社勉勵 

社長陳福源 P.Gas 互換小社旗 

 

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一、比賽日期：10 月 16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報到、11：00 開球 

二、比賽地點：長庚高爾夫球場(地址：桃園縣龜山鄉舊路村長庚球場路 66 號) 

三、報名費用：每位 500 元。(報名同時敬請繳納費用，因故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四、報名資格：新北市第二分區社友及寶眷。(來賓可參加但不計分，可參加摸彩) 

五、擊球費用：每位 3,10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六、參 加 獎：球一條、水一瓶。 

七、用餐地點：球場餐廳。 

八、備    註：請各社於 9月 25 日(星期一)前向板橋西區扶輪社報名，因場地所限敬請及早 

報名以免向隅。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歡迎馬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臨台灣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邱顯清、洪敏捷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翁仁禮 

黃明志、郭金興、張茂樹、林順正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

基地、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三) 

行程：08:00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8:2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12:00 復興餐廳午餐 

13:30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16:00 臺中國家歌劇院 

17:30 台中僑園飯店晚餐 

19:00 返回板橋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六日 

第 157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二日 

第 157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葉進一 P.P.First 

主  講  者：美商仙妮蕾德集團 

董事長特別助理 廖杰森先生  

講      題：淺談台灣觀光飯店產業 

 

敬祝 生日快樂! 

張正鳴社友(47.08.26) 

 

社區服務- 

第四屆自殺防治宣導音樂晚會 
時間：9月 6日(星期三)18:30-2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2017 年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以幫 

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 

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 

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 08月 19日   第 1577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ental、Frank、

Kenny、Life、Leo、Lobo、Obama、Taylor、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8月 19日   第 1577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98,500
AL 1,000 Pol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2,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12,000 Sky 3,000
George 3,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2,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ea 1,000
Land 2,000 Tetsu 1,000
Masa 2,000 Trading 2,000
Master 3,000 Wood 1,000
Otoko 2,000 板橋社 3,000
小計：     $51,000 總計：     $349,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22,400

Bright 5,200 Shige 5,200

Jack 7,700  

小計：      $18,100 總計：     $240,500
 

「根除小兒痲痺」公益路跑 

*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日)06:00~12:30 

*地點：新北市蘆洲區「成蘆橋下」河濱公 

園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