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15 日  第 1633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出國，由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代理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程文金 P.P.Cathay： 

歡迎主講者光拓彩通建築照明設計總監孫啟

能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

廷先生、顧問張以柔小姐、前團長周忠志先

生、Benson 公子徐騰志先生、公子徐士弘先

生、千金徐可宸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 

蒞臨本社。 

祝福社友 Aero 結婚 11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今夜又擱下雨 」、「春夏秋

冬 」。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沈彥廷先生團 

務報告，首先回顧 7月、8月份活動內容， 

以及宣佈 9月、10 月活動計劃，將於 9月 

22 日舉辦社區服務-老梅淨灘活動，10 月 

13 日團員登山聯誼活動…等。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桌上毛巾為 P.P.Long 告別式的答禮，

請各位社友攜回。 

(2) 九月二十二日(星期六)第 1634 次例

會，適逢中秋節假期，休會乙次。 

(3) 國際服務-與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締

結姊妹社 20 週年紀念暨續盟儀式，謹

訂於十二月十九日(星期三)-十二月二

十三日(星期日)舉行。 

*五天的行程表已提供給各位社友，敬

請大家於九月二十九日前儘速報名，以 

利旅行社安排機位和各項事宜。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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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謹訂於十月三日(星期三)10:30 報

到、11:00 開球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

行。 

 前社長洪敏捷 P.P.ENT 介紹主講者： 

姓名：孫啟能先生 

出生：62 年 09 月 11 日 

學歷：大葉大學碩士 

曾任：IALD 國際照明設計師、台灣 LED  

照明專業能力鑑定委員會專門委 

員。 

現任：光拓彩通建築照明設計總監 

榮譽：Lighting Design 照明設計(江蘇 

人民出版社)、照明設計終極聖經 

(漂亮家居) 

   作品：板橋新月橋、高雄愛河、君悅飯 

店…等 

光與健康 

 

 

 

 

 

 

 

 

 

 

光拓彩通建築照明設計總監 孫啟能先生 

【照明之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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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科學家愛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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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事都互相牽連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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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溫光調變/晝夜適應性/生活在健康的光

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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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ure’s Wisdom 師法自然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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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對於自然採光與通風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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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門讓光與生活連上關係的藝

術。 

 副社長郭昭揚P.P.James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孫總監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

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副社長郭昭揚 P.P.James 鳴鐘閉會。 

第 32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10 月 2 日(星期二)12:00 

*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板橋麗寶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6樓) 



 

 

職業服務-參觀台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 

日期：9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南港展覽館一館一樓(台北市南港區經貿二路 1號) 

社友蕭慶安 Tiger 正坤針車公司/正鑽貿易公司，於 9月 13 日(星期四)-16 日(星期日)參加「台

北國際紡織暨製衣機械展」並邀請社友寶眷一同參觀這場年度盛會。 

此場盛會共邀請 11 個國家及地區共 86 家廠商參展，展出攤位近 330 個。我們見識到紡織製造業

者們在面臨工業 4.0 的浪潮下，不斷精益救精、尋求更高科技的製造機器，以求降低生產成本、

提高生產效率的實力，達到「智慧紡織、產業升級」。 

 

 

 

 

 

 

 

 

 

社長 Sky、職業主委 Justice 代表與會人員                  與會人員合影留念 

感謝社友 Tiger 父子熱情款待 

 

函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1-2022 年度總監候選人 

說 明： 

一、 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四章第 14.020.4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21-2022 年

度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 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附件一)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六章條文規定，(2016 年

中文版程序手冊第 60-62 頁)各社推薦之總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

名。  

三、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宣誓書(附件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簽署

後，連同扶輪社推薦公函於 2018 年 11 月 13 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辦公

室。 

四、隨函附件地區總監參選資格及任務(附件一)、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及宣誓書(附件三) 

，請參閱。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音樂晚會 

第 5 屆自殺防治宣導活動，希冀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建立國人心理健康，也

讓更多人可以瞭解重視自殺防治議題等，藉由演唱會音樂分享之形式，傳遞善與愛的正面力量。 

日期：10 月 9 日(星期二)18:2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九日 

第 163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月六日 

第 163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劉炳宏 P.P.Hero 

主  講  者：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師 

兼安全衛生室主任 石富元先生 

講      題：一些網路流傳的健康資訊，是 

對的嗎？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9 月 15 日 第 1633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339,900

Aero 4,000 Lobo 1,000

Benson 1,0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1,000

ENT 1,000 Obama 2,000

Eric 1,000 Polo 1,500

Hero 3,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tock 3,000

James 3,500 Sun-Ris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1,000

Land 1,000 Will 1,000

Life 1,000 Wood 1,000

小計：      $33,000 總計：      $372,900

 

扶青團 承上期：     $12,000

Benson 1,000 Master 1,000

Eric 1,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Wood 1,000

Jason 1,000  

小計：      $7,000 總計：       $19,000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金興社友(43.10.01) 

楊耀程社友(53.10.0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7 年 

游伯湖社友(99.10.03)8 年 

李榮鏗前社長(71.10.04)36 年 

賴建男前社長(85.10.04)2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9 月 15 日 第 163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ental、Kay、Kenny、 

Otoko、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David、Frank、Jey、Obama、Roberta、 

Sky 
 

第二區 AG 盃高爾夫球賽 
日期：10 月 3 日(星期三) 

10：30 報到、11：00 攝影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參加：吳振斌、黃文龍、鄭德文、 

連文惠。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66,500

Jack 7,700 Mars 5,200

小計：     $12,900 總計：      $279,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