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23 日  第 1756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陳世君 Jey： 

歡 迎 主 講 者 立 法 委 員 羅 致 政 先 生

(P.P.Master)、社長 Polo 夫人黃芳珠女

士、秘書 Sky 夫人蔡麗娟女士、社長當選

人 Benson 夫人林燕妮女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First 夫人郭麗

玉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

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James 夫

人郭鄭明良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

女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P.P.Lobo 夫人

廖秀蘭女士、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

P.P.Master 夫 人 陳 亮 吟 女 士 、

I.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友

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社友 Davie 夫人

陳麗雯女士、社友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

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Shige 夫人、P.P.Land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P.D.G.Trading 結婚 56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滿山春色」、「花心」。 

 出席林聖家Stone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前社長羅致政 P.P.Master 致

贈全體社友春聯。 

(2). 感謝前社長李榮鏗 P.P.Smile 準備

點心分享與會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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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社區服務-關懷弱勢送愛心年菜活 動，謹訂於一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下午二時五十分開始假埔墘福德宮 

舉行。 

*活動報到時間、地點皆有變更，

請參加人員注意，謝謝! 

(4).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二

月二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屆時將舉行摸彩活動，敬邀各位 

P.P.、社友提供摸彩品。 

(5). 社友翁仁禮 Leo 與邱雪茹小姐，謹

訂於二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中午十

二時假新莊典華六樓盛典廳舉行結

婚典禮。 

*請各位社友登記出席人數，以利

安排桌次。 

*禮金部份按照公約，由社內代墊

之禮金已調整為三千六佰元，若禮

金欲自行處理者，請告知余 s。 

(6).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

月十五日(星期一)上午九時三十

分假台北高爾夫球場舉行。 

*欲參加人員請儘速報名並繳納報 

名費 500 元整，報名後若不克出席 

者恕不退費。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劉炳宏 P.P.Hero 介紹主講者： 

姓名：羅致政先生 

出生：53 年 11 月 17 日 

學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政治學 

碩士.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學士 

曾任：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民主進步黨新北市黨部主委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系主任 

新台灣國策智庫執行長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現任：立法委員 

民進黨國際事務部主任 

立法院台美國會議員聯誼會會長 

後疫情世界的想像 

 

 

 

 

 

 

 

 
 
 

立法委員 羅致政先生(P.P.Master) 

發生什麼事? 

COVID-19 新冠肺炎雖然不是人類歷史上造成

最多死亡的傳染病，卻可能在不遠的未來徹

底改變人們的生活習慣，乃至於全球化的進

程。從微觀的生活層面來看，舉凡人們的社交

方式、飲食習慣、娛樂型態，甚至工作模式，

都會因這次疫情產生長久的改變。從巨觀的

全球層面來看，這次疫情也會讓全球的產業

產業鏈重新洗牌，打亂過去全球化所形塑的

世界秩序。  

疫情前的世界:全球化 vs. 反全球化 

全球化帶動美國及周邊成員國長達十多年的

經濟擴張榮景，同一時間，反全球化運動在此

時如火如荼展開，原因在於全球化貿易要求

各國對其市場開放，破壞本國本地原有的經

濟體系，造成所得分配不均、貧富差距拉大、

失業率攀高及犯罪滋生等問題。以美國來說，

在中國加入 WTO 之後，在貿易開放下，經濟

快速成長，挾著低價低成本的優勢，吸引美國

的製造業開始外移，美國生產比重從 1990 年

代的 20%下降到目前的 16%，龐大失業人口引

起民怨，英國脫歐事件開出反全球化第一槍，

隨後川普以保護主義、美國優先的競選旗幟

破天荒當選總統，宣告「反全球化」正式浮出

檯面。 



疫情前的世界:真實世界 vs. 線上世界 

在疫情陰影籠罩下，多數人連半推半就的機

會都沒有，毫無抵抗之力地被推進數位學習

的新世界。在後疫情時代，人群的訊息交換方

式已改變，如何有效運用線上資源來執行知

識轉譯顯得特別重要。 

疫情前的世界:5G(大寛頻、大連結、低延遲) 

不斷加速 

萬物聯網 

時空轉變 

5G 時代改變你我生活 將掀史無前例產業革

命。 

疫情前的世界:美中兩強爭霸  

要掌握未來，須瞭解…趨勢(方向)vs.變數

(風險)。 

明天過後，世界不同了! 

機會與挑戰。 

因應變局。 

適者生存。 

想像創新。 

逆向導師。 

超前部署。 

誠然，目前全球疫情尚未結束，封城、鎖國已

造成很多企業停產或破產，如全球最大保健

公司 GNC 申請破產，星巴克永久性關掉四百

家門市，寶成大規模放無薪假，跨國邊境未恢

復之前，數位升級轉型勢在必行，就好比遠端

辦公，Google 表示就算疫情過後，居家辦公

也會是主要的辦公模式之一，表示疫情徹底

改變了習慣，回不去了。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感謝 P.P.Master 精湛演說並

回捐車馬費。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1 月 23 日 第 175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9%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Decor、Frank、Jimmy、

Kay、Kenny、Leo、Mars、Oki、Tetsu 

 

社區服務-關懷弱勢送愛心年菜活動 

時間：1月31日(星期日)14:50致詞、合照、15:00開始發年菜 

地點：埔墘福德宮(板橋區中山路二段250巷1號) 

 

2020-2021 年度-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比賽時間：3月15日(星期一)09:30報到、10:20報到截止、11:00開球。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赤塗崎34之1號) 

報 名 費：每位新台幣500元整，報名同時繳交，不克出席者恕不退費。 

果 嶺 費：2,449元（包含桿弟、球車等費用）。 

 



本週節目 

一月三十日 

第 175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六日 

第 175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健豪 Taylor 

主  講  者：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教授  莊淇銘先生 

講      題：人生有限、青春無限 

 

敬祝 生日快樂! 

莊金盤社友夫人(57.0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65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41 年 

 
 

恭喜 

社友翁仁禮(Leo)與邱雪茹小姐謹訂

於中華民國 110 年 2 月 27 日(星期六) 

中午 12 時假新莊典華 6 樓盛典廳舉行 

結婚典禮。 

百年好合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吳得利暨全體社友 敬賀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 月 23 日  第 1756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21,800

Al 1,000 Life 1,000

Bright 4,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Master 3,000

Davie 2,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Polo 3,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Eric 2,000 Shige 2,000

First 1,000 Sky 1,000

Hero 2,000 Smile 2,000

Jack 1,000 Stock 1,000

James 2,000 Stone 1,000

Jason 1,000 Taylor 1,000

Jey 2,000 Tea 1,000

Junior 1,000 Tiger 1,000

King 2,000 Trading 3,000

Land 2,000 Will 3,000

小計：   $52,000 總計：    $1,073,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07,700

Aero 5,200 Jason 7,700

Archi 5,200 Jey 5,200

ENT 5,200 Mars 5,200

Eric 7,700 Shige 5,200

Fuku 5,200 Sun-Rise 5,200

Jack 7,700 Trading 5,200

James 7,700  

小計：     $77,600 總計：     $785,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