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03 日  第 1640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通潤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劉祐

誠先生、社友 Taylor 謝佳伶女士、領唱老

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堅持」、「世 

界第一等」。 

祝福壽星 P.P.Shige 生日快樂! 

 出席主委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

席率。 

 秘書吳得利 Polo 報告： 

(1). 前社長 劉炳宏(P.P.Hero)尊堂劉翁

清連老太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中午 12:32 壽終內

寢，享年 90 歲，惡耗傳來本社同感

悲憫。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問委員會，屆時

敬請各位 PP 留步參與會議。 

(3). 恭喜社長 Sky，10 月 7 日喜獲麟孫。 

(4). 訪問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

社，目前參加人數為 22 位，旅行社

訂金也將於下週支付。 

(5). 職業服務-參觀客家文創展望講座，

謹訂於 11 月 16 日(星期五)中午

12:15 假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舉行。 

*感謝社友 Benson 將宴請參加人員午

餐。 

*當日出席人員敬請穿著社長 Sky 致

贈之 Polo 衫出席。 

(6).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謹訂於 11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八時

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當日出席人員敬請穿著社長 Sky 致

贈之 Polo 衫出席。 

 社長當選人張正鳴P.E.Jason介紹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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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劉祐誠先生 

出生：1986 年 10 月 21 日 

學歷：台灣科技大學-化工所博士 

現任：通潤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  

從夢想到創業：智慧漁業

4.0與大數據分析 

 

 

 

 

 

 

 

 

 

 

通潤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長 劉祐誠先生 

Akubic 提供水產養殖業者有效率及負擔得起的

智慧服務。 

隨著全球漁獲逐年到達捕撈極限，養殖漁

業近年來顯得愈發重要。雖然重要性不斷提升，

但是養殖漁業仍十分傳統，以過程中十分重要

的「水質監測」流程舉例，大多仍透過人工在不

同水體採樣，比較後再調整水質，但這樣的方法

要耗費大量人力支出。若不想以人力量測，市面

上也有較高級的水質檢測儀，但價格十分高昂

且需要廣為舖設，加總下來別說獲利，不賠已是

萬幸。「水質監測」也因此是目前養殖戶面臨到

的一大痛點，在有限的土地與人力下，若想要提

高存活率與養殖密度，勢必得投入高額人力與

設備費用。 

從「監測」切入，Akubic 鎖定的就是要提

供水產養殖業者有效率及負擔得起的智慧服務。

我們打造的多參數即時量測水質監測儀

（OCTET），從酸鹼值、氨氮濃度、溫度、T.D.S.

（Total Dissolved Solids）等基礎參數項目，

都能夠即時自動量測，搭配無線傳輸將數據上

傳至雲端平台，養殖業者能進一步在遠端控制

及收發警示及早應對場域變化。藉由多參數之

水質檢測單元，進行常時水質檢測、數據收集與

統計分析後，確實能為養殖戶帶來具體改善成

效，經合作客戶統計數據顯示，平均養殖存活率

可以提高 20%~40%，大幅降低風險， 降低管理

成本並有效避險與獲益。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車馬費、小社旗與劉執行長感謝其精彩演

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

收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第三十二屆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洪敏捷 

五、出席：邱明政、李水日、郭道明、葉進一 

薛松茂、黃文龍、郭昭揚、洪敏捷 

張茂樹、黃伯堯、劉炳華、李榮鏗 

張富逸、程文金、謝堂誠、羅國龍 

陳萬祥、羅致政 

六、列席：林振哲、張正鳴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二○-二○二一年度(第三十四

屆)社長提名人人選。請討論。 

決  議：委由顧問主委 I.P.P.Master 及資深前

社長拜訪決議之人選，邀請擔任第 34

屆社長。 
 

職業服務-客家文創展望講座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五)  

*地點：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簡報室 

(新北市三峽區隆恩街 239 號 1 樓) 

*程序：12:15 新北市客家文化園區集合 

12:15 社友徐明偉(Benson)宴請午餐 

假園區「大嬸婆御膳房」。 

13:35 引言人：新北市客屬青年產經 

協會理事長 徐明偉博士。 

14:45 茶敘。 

15:00 專家座談會。 

17:00 活動結束。 



秋季旅遊-羅東村却飯店暨職業參觀-水源文化園區剪影  
時間：10 月 27 日(星期六)-10 月 28 日(星期日)                              

 

 

 

 

 

 

 

 

 

宜蘭蘇澳冷泉-東岳湧泉                       宜蘭北方澳-海軍港媽祖廟 

 

 

 

 

 

 

 

 

 

職業參觀-宜蘭員山鄉深溝水源文化園區 

 

 

 

 

 

 

 

 

 

               羅東村却飯店                           官老爺農場豆腐 Diy 體驗 

訃  
前社長 劉炳宏(P.P.Hero)尊堂劉翁清連老太夫人，慟於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 

中午 12:32 壽終內寢，享年 90 歲，惡耗傳來本社同感悲憫。 

*靈堂：鼎佑會館三樓第 3廳(板橋區長江路一段 16 號)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日 
第 164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新北市政府水利局污水下水道 

工程科科長 傅光維先生 
講      題：翻轉污水 5E-打造「水水」 

新北市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七日 
第 1642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17 日(星期六) 
地點：中和南山福德宮/停車場二樓活動中心 
程序：08:00 集合、領取毛巾、早餐、水 

08:30 開始登山 
09:30 團康活動、趣味競賽 
12:00 用餐、摸彩 
 

 

敬祝 生日快樂!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許國騰社友(48.11.13) 
黃伯堯前社長(46.11.14) 
羅致政前社長(53.11.17) 
翁仁禮社友(71.11.20)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陳萬祥前社長夫人(66.11.14)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5 年 
邱明政前社長(46.11.19)61 年 
謝堂誠前社長(65.11.23)42 年 
張正鳴社長當選人(74.11.24)33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6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11 月 03 日  第 164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Bright、Coach、Dental、 
Frank、Kay、Kenny、Leo、Mars、 
Obama、Otoko、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11 月 03 日  第 1640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36,300
Archi 2,500 Masa 1,500
Benson 2,000 Master 2,000
Cathay 1,000 Polo 2,000
David 2,000 Roberta 2,000
ENT 1,000 Shige 2,000
Eric 2,000 Sky 6,000
First 1,000 Smile 1,000
Jack 2,000 Stock 4,000
James 2,000 Sun-Ris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Jey 1,000 Trading 2,000
Junior 1,000 Will 1,000
Land 1,000 劉祐誠 3,000
Lobo 1,000  
小計：      $50,000 總計：      $586,3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39,000
Alan 7,700 Lobo 7,700
Benson 5,200 Polo 7,700
First 5,200 Shige 5,200
Frank 5,200 Smile 5,200
George 5,200 Sun-Rise 5,200
Jack 7,700 Will 5,200
Junior 5,200 Wood 5,200
Kay 5,200  
小計：      $88,000 總計：      $527,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