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18 日  第 1590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首先恭喜 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即將接

任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P.P.James 接任新

北市家扶中心副主委。也恭喜 P.P.Smile、

社友 Kenny 父女，參加十月二十九日根除小

兒痲痹路跑 5K，Kenny 夫人廖珮妤女士參加

42K 挑戰成功。更預祝社友 Junior、Life、

Archi、Kenny 與板橋北區社社友 Family、

新北城星社社友 Pon 組隊，參加十二月十七

日卓越盃卓球比賽可以得獎光耀板東。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家 

黃國俊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

張以柔小姐、團員許紫萱小姐、團員沈彥廷

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Leo，生日快樂! 

敬祝 P.P.Masa、P.P.Land、Jason,結婚週年

快樂! 

歡唱自選曲「月夜愁」、「你是我的花朵」。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小姐

回母社分發 11 月份扶青月報及活動事項。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上半年度經費五萬元予板橋東區扶輪青

年服務團。 

 代理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將召開顧問委員會，屆時敬

請各位前社長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

屆時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尚未繳納社費、爐邊會、旅遊住宿費

者，敬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3)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愛樂種子

成果分享會，謹訂於 2018 年 1 月 7日

(星期日)13:30 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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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集會堂舉行，敬請社友寶眷於 12

月 15 日前踴躍登記票券。 

(4) 感謝社友許國騰 Life 致贈全體社友

2018 年度年曆。 

 前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國俊先生 

學歷：國立成功大學工學士、英國倫敦大學 

帝國理工醫學院(土木）碩士、英威 

爾斯大學（土木及電機電子）博士 

曾任：總統府國策顧問、行政院政務顧問、 

經濟部兩兆雙星數位內容產業推動 

辦公室主任、工研院董監事、國研院 

董事、資策會董事副執行長、台創中 

心董事、政治大學敎授、台北藝術大 

學關渡講座敎授、諸多大型計畫主持 

人及大型公學/協會常務董監事。 

現任：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家 

數位經濟與智慧城市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專家 黃國俊先生 

城市與城市競爭 

人口集中於都市：1950 年全球只有 30%的人口

生活在城市，2014 年已提升至 54%，而 2050 年

將有超過 70%以上的人口居住於城市。現在全球

80%的 GDP 都發生在城市，未來 30 年幾乎所有的

經濟成長都將發生於城市；城市的能源消耗佔了

全球的 75%，碳排放更佔了 80%。 

巨型都市快速成長：全球千萬人口城市在 1950

年有 2座、2014 年 21 座，預估 2050 年全球將產

生 100 座人口超過 1,000 萬的巨型都市。 

資源有效配置：城市中人口增長快速，考驗各

國資源的分配及運用，透過智慧城市應用的導入

緩解人口快速集中所帶來之衝擊影響。 

數位經濟深化中 

定義：數位經濟(Digital Economy)泛指透過

數位產業(Digital Sectors)帶動的經濟活動，

加上非數位產業(non-Digital Sectors)透過數

位科技之創新活動(新商業模式、新消費型態)。 

範疇：包含數位產業下所有工作活動(如數位

製造業與數位服務業等)，以及非數位產業之相

關電子商務產值。 

全球瘋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具備廣大的空間範疇，由小型的技術試

點社區至跨越多個國家合作之智慧城市計畫，均

為智慧城市含括之空間範疇。 

既有優勢/全新的競爭力 

設計思考/服務思考/品牌思考 

創新與人才… 

快樂/幸福的感覺很重要；發展即自由/幸福

(Development as Freedom/Happiness)。 

數位經濟的發展帶動產業與消費者、競爭者

和供應者之間出現更加多元之互動協調模式，促

使全球產業格局翻轉，我國擁有厚實的工業基

礎，面對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時

代 的 來 臨 ， 建 構 完 善 的 產 業 生 態 體 系

(ecosystem)，加速產業創新及優化產業結構，

並充分利用我國既有優勢，進而掌握軟硬整合創

新應用之契機，將是未來產業發展重點方向。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主講者黃顧問小社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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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板東扶青團回母社剪影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上半年度經費五萬元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 

服務團團長張以柔 



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程文金、洪敏捷、李水日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 

翁仁禮、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 

劉炳華、黃文龍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十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二月份行事曆 

    12/02 第 1592 次例會，常年大會。 

12/09 第 1593 次例會，「台灣的外交 

活力」外交部政務次長 吳志中先生 

12/16 第 1594 次例會，社區服務-頒 

發聖誕禮物予弱勢家庭孩童。 

12/23 第 1595 次例會，「伊斯蘭文化 

介紹」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系助理教 

授劉長政先生。 

    12/30 第 1596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 

期，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前社長黃伯堯先生申請免計出席。請 

討論。 

決  議：因年齡 60 歲、社齡 25 年，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板橋扶輪社提議舉辦 8+1 社(板橋社與 

所輔導的八個子社)的聯合例會暨慶 

祝春節晚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屆時配合舉行。 

第三十一屆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邱明政、李水日、黃明志、郭祐福 

郭道明、薛松茂、吳振斌、黃文龍 

郭昭揚、洪敏捷、張茂樹、鄭德文 

黃伯堯、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 

程文金、江基清、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陳萬祥、劉炳宏 

六、列席：林振哲、張正鳴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一九-二○二○年度(第三十三屆) 

社長提名人人選張正鳴先生資格審查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剪影 

日期：11 月 12 日(星期日)                            地點：中和南山福德宮活動中心 

 
 
 
 
 
 
 
 
 
 
 
 
 

全體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五日 

第 159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二月二日 

第 1592 次例會 

常年大會，選舉第 32 屆(2018-2019 年度)理 

事當選人。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 32 屆(2018-2019 年度)理 

事當選人第一次籌備會議。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11 月 18 日  第 159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51,600 
AL 1,000 Leo 2,000
Cathay 1,000 Long 2,000
Dental 1,000 Masa 6,000
ENT 1,000 Master 2,5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Fuku 2,000 Shige 2,000
George 2,000 Sky 2,000
Hero 2,000 Smile 2,000
James 2,000 Stock 6,000
Jason 2,000 Taylor 1,000
Kenny 1,000 Tea 1,000
Land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47,500 總計：     $699,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53,900 
Frank 5,200 Polo 5,200
AL 7,700 Shige 5,200
Bright 5,200 Sky 11,500
Cathay 7,700 Smile 7,700
Jack 7,700 Sun-Rise 5,200
Just 5,200 Taylor 5,200
Kenny 5,200 Tea 5,200
Lobo 5,200 Tiger 5,200
小計：     $99,500 總計：     $553,400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49.12.01)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5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18 日  第 159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enson、Coach、
Justice、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Tiger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時間：12 月 10 日(星期日)10:15 開始 

*地點：板橋第一運動場前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278 號) 

  *主辦：新北市家扶中心 

  *協辦：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錯誤更正本屆 2017-2018 年度通訊錄、 

電話卡前社長黃伯堯(P.P.Jack)住宅電話 

請更正為 8966-0289。謝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