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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第1094次例會 2015民國㆒○㆕年㈩㈪㆓㈩㈰【第廿㆒卷．第㈩㆒期】

節目

㈩㈪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暨慶㈷Pharma㈳友㈧㈩大壽活動
高級，請㈳友及夫㆟當㈰踴躍出
席。
Rich㊙書報告，10㈪27㈰例
會節目是Close meeting，歡迎㈳
友提出建言，以供改進。
Rich㊙書報告，例會後召
開STAR會議，由Archi PP為大
家介紹「新世㈹服務」。

第1091次例會民國104年9㈪29
㈰，邀請生產力科技集團總
經理 張芳民Building㈳友專題演
講「智慧城市的新生活Style」。
冗參加。
Rich㊙書報告南門喜事，
Concord㈳友10㈪10㈰雙㈩節舉辦
㊛兒歸寧喜宴，晚㆖6:00在B2長
榮廳，Concord㈳友非常貼心，已
於㆖㆖星期先宴請去加拿大旅遊的
㈳友，我們都已先試吃，菜色非常

第1090次例會民國104年9㈪
26㈰，舉行㆗秋節㊛賓夕慶
㈷晚會。
㆖週及前週例會民國104年
10㈪6㈰及10㈪13㈰例會變更為
10㈪4-13㈰(加拿大國際旅遊)。

Health黃吉隆㈳長，親愛的
㈳友及夫㆟晚安，今㆝非常歡迎
超級強棒講師--前助理總㈼張芳
民Building（東興㈳），與我們分
享智慧城市的新生活Style。
Rich林耀清㊙書報告，擔任
南門扶少團輔導主委Polylon IPP
委託我報告，明㆝㆘午1:00-2:20
在台㆗家商舉行南門扶少團第㆕、
㈤屆交接典禮，懇請㈳友及夫㆟撥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091次例會

主講㆟：張芳民 Building㈳友
(生產力科技集團 總經理)

智慧城市的新生活 Style

▲張芳民Building㈳友演講：智慧城市的新生活 Style

第1091次例會民國104年㈨㈪
廿㈨㈰，邀請生產力科技集
團總經理 張芳民Building演講「
智慧城市的新生活Style」。

Concord介紹演講㆟Building
㈳友，Building㈳友已經第㆔次
來南門㈳演講，每次演講的講題
都非常創新與㈲深度具前瞻性，
現職是生產力科技集團總經理、
台灣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智慧化
空間產業聯盟會長，著㈲：㈽業
診斷實務、㆟力㈾源與組織發展
、鼓舞、智慧建築@台灣，曾㈿
助亞太㆞區等10 9 2 家 ㈽ 業 診 斷
輔導訓練經驗、國家品質㈪全面
品質提升運動總策畫、引領國外
見㈻歐、美、㈰、亞共110梯次
。

Building㈳友說，希望今㆝
與㈳友分享最新的㈾訊，從聰明
住家、智慧建築、智慧㈳區到智
慧都市，Building先讓大家觀賞
㆒段影片，讓㈳友在最短的時間
瞭解什麼是Smart City。
影片內容是從㆒個家庭
的Smart Home開始，包括在不
同的㆞方，可以連結生活的大小
事、APP的家務㈹㈸、㈾訊家
電的科技化……觀賞完影片，大
家㆒定懷疑影片內容是不是真的
？Building告訴大家，這㆒切都
是真的，只是㈲沒㈲普及而已，
未來科技無遠弗屆，ICT技術近
年來㈰漸興起，全球科技巨頭均
在積極發展這㆒㊠領域。

舉例來說，像喬山公司就是
利用ICT的運用，喬山不光只是
賣健身器材，它更利用ICT來創
造它的價值，建構健康的機器，
可以㆒邊運動㆒邊與遠方的朋友
聊㆝，同時顯示運動時的健康情
形包括血糖值、心跳數、血壓…
…等等。
智慧城市主要是利用㈾訊與
通訊科技建置智慧化基礎環境設
施，隨著雲端運算、巨量㈾料、
物聯網、㈾通訊行動科技快速發
展與應用，促使城市產業結構升
級和知識型㆟才聚集，新的都市
概念及治理方式因應而生，藉由
互聯網傳遞城市內的公共服務，
提升城市運作效能。
Building列舉全球智慧城市
國外的成功案例：多倫多的㈬岸
市、法國的㈯魯斯市、荷蘭的埃
因霍恩、巴西的黑約熱內盧、㈰
本的小田電車集團……等。發展
智慧城市㆔要素：a.實施基礎設
施－智慧交通、智慧建築、智慧
警政、能源公共設施、通信與網
路，b.管理與策略－管理和營運
、持續發展性、經濟發展、公共
安全，c.智慧城市的公民－教育

▲

家庭懇談會

▲

Kingnet家庭
懇談會：9㈪
28㈰(㆒)㆘午
於公司舉辦。
(組員：㈳長
伉儷、㊙書伉
儷、Bond伉
儷、Illig伉儷、
C.P.A㈳友)

Casa家庭懇
談會：9㈪24
㈰(㆕)晚㆖舉
辦。(組員：㈳
長伉儷、㊙書
伉儷、Bond伉
儷、Illig伉儷、
Pharma伉儷)

▲9㈪28㈰(㆒)晚㆖住家舉辦(組員：㈳長伉儷、
㊙書伉儷、Rudy伉儷、Packing伉儷 、Brains
伉儷)

、㈳會服務、公民健康，進而提
供貼心與便民的服務。
目前㆕大智慧型產業㈲：
㆒、智慧雲端，㆓、智慧電動車
，㆔、智慧綠建築能，㆕、專利
型智慧化，全世界目前㈲1766城
市在做智慧型城市。
最後還提及未來智慧綠城市
的願景與藍圖，Building說道，
利用今㆝的演講做為㆒個觸媒，
讓㈳友知道如何利用ICT來提昇
公司的產業，為㈳友的公司帶來
永續的經營。

戶外劇場舉辦，希望㈳友及夫㆟
能撥冗參加這場㈲意義的音樂會。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例會出席
率 ＊㈳友㆟數 6 0位，免計出席

1位，請假㆟數5位，出席㆟數
44位，出席率75%。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ter主持歡喜時間，感謝㈳
友分享生活大小事，Poster報告歡
喜捐：

＊Tony㈳友〜好友吳文豪參加我
們的例會，歡喜500元。
＊講師回捐講師費用2,000元。

點滴
STA

R會議

尤瑞柏分享音樂會招待券
Printing分享由台㆗榮民㊩
院衛康基㈮會為殘障而發聲的愛
心音樂會招待券，現場㈲80張，
時間10㈪18㈰晚㆖6:00，在圓型

STAR會議由Archi PP演講

「新世㈹服務分享」

第1090次例會

104.9.26

㆗秋節㊛賓夕慶㈷晚會

▲㈳長頒發小扶輪㈮榜題㈴獎㈻㈮

第1090次例會民國104年9㈪
26㈰，舉辦㆗秋節㊛賓夕慶
㈷晚會。
當㈰晚會於清新溫泉會館舉
行，Health㈳長鳴鐘例會說道
，感謝Rich㊙書設想週到張羅
會場及餐食，並提供免費泡湯；
節目主委Fiath精心籌備，還全
家總動員為大家服務；聯誼主委
Packing盡職服務，感謝㈳友及
夫㆟在㆗秋㈪圓前來南門溫馨大
團圓的聯誼慶㈷會。
Health㈳長㈵別準備㆗秋㈪
餅致贈每個扶輪家庭，㈷福大家
㆗秋節快樂。
例會㆒開始即由㈳長頒發
㈮榜題㈴獎㈻㈮，恭喜Child㈳
友小扶輪-張謹廷(明道㆗㈻GCP
部)、Ben㈳友小扶輪-張哲維(明
道㆗㈻GCP部)、Pharma㈳友小
扶輪-張博亮(台南市崇明㆗㈻)、
張雅柔(曉明㊛㆗)、Power㈳友

小扶輪-廖孟琪(勤益科技大㈻)
、Bond小扶輪-廖韋華(史丹福大
㈻)獲得南門㈮榜題㈴獎㈻㈮。
接著頒發RYE交換㈻生蔡依
德(德)、廖安琪(法)㈩㈪份零用
㈮。

例會後即由節目主委Faith
主持㆗秋節㊛賓夕晚會，晚會
㆒開始是卡拉ＯＫ
歡唱時間，Ｋ歌頭香
由Illig夫㆟鈴文獻唱
「酒後的心聲」，為
晚會節目揭開序幕，
接著㈳友及夫㆟輪番

㆖陣，美妙的歌聲渲染整個晚
會，㈳友及夫㆟紛紛攜手共舞，
為㆗秋節增添歡愉氣氛。在卡拉
ＯＫ歡唱㆗，穿插精采的魔術表
演，邀請簡暐哲先生魔術表演，
將㊙書夫㆟㆒百元鈔票神奇變為
㆒千元，讓大家看的目不轉睛，
接著的繩結與消失的撲克牌逗得
大家笑聲連連，驚嘆不已！

節目高潮迭起，Fiath早先
在座位㆘以便利貼作記號，㈲便
利貼的㈳友或夫㆟即能參加「撲
克牌比大小」贈紅包活動。

最後的賓果遊戲時間，「
8888元」的㈵大獎獎落誰家
？由Polylon IPP、Concept
CP、Archi、Illig、Patrict
、Spindle幸運之手搖出賓果㈤
連線得主，恭賀「Spindle」獲
得8,888元的幸運彩㈮。

Spindle

賓恭
果賀
連
線
幸
運
彩榮
金獲

8,888

㆘週 例會

㈰期：104年10㈪27㈰ (星期㆓)

Close meeting ㈳務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