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9 日   第 1338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地區總監林慶明先生、地區總監提名人

邱添木先生、地區辦公室主任葉庚進先生、

主講者蜂本舖廖家蜂蜜負責人廖信恆先

生、經理廖建宇先生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

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您好嗎?」

以及自選曲「關仔嶺之戀」、「淡水暮色」。 

祝福本週壽星 Sunny、P.P.Shige 夫人、社

長 Land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D.G.Trading 結婚 48 週年快樂! 

 地區總監 Young 致詞：感謝本社本年度

P.P.Fuku、P.P.Stock 成為巨額捐獻人，也

希望本社能響應 EREY 之認捐。 

 地區總監提名人 Polish 致詞：很高興能參

與貴社例會，並在此拜個早年，敬祝大家新

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感謝P.P.Smile準備牛軋糖分享與會社

友。 

(2) 感謝 D.G.N.Polish 準備順謚蛋糕分享

與會人員。 

(3)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

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眷

儘速報名參加。 

(4) 尚未繳納 7-9 月、10-12 月、1-3 月社

費，秋季旅遊費，爐邊會分攤款者，敬

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納。 

(5) 感謝土城中央扶輪社 前社長陳啟洲先
生(DVS Blower)致贈本社六本他親自著
作的「台灣兮好話押韻四句聯」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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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之社友可向余 s索取。 

(6) 中和扶輪社扶青團主委 陳景方(PP 

READER)為感謝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

團一月十三日與中和扶青團合辦捐血活

動，故致贈本社全體社友公司所出版之

「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漫畫版」、「印刻

文學生活誌」。 

 社友 Lawyer 介紹主講者： 

姓名：廖信恆先生 

學歷：國立西螺農工 

曾任：財政部人員訓練所兼任講師、台灣養 

蜂協會會員、台灣食品發展協會會長 

現任：蜂本舖廖家蜂蜜負責人 

   榮譽：如何分辨蜂蜜好與壞? 

      2008~2012 年榮獲全國蜂蜜評鑑頭等 

獎 

蜜蜂的生態與養生課程 

  

 

 

 

 

 

 

 

 

 

 

蜂本舖廖家蜂蜜負責人 廖信恆先生 

如果蜜蜂從地球上消失，不只是餐桌上少了

蜂蜜，人類還將面臨空前未有的糧食短缺危機！

因為，沒有授粉，就沒有植物、就沒有動物、就

沒有人…… 

不是所有蜜蜂都每天忙著勤做工，蜜蜂之中

也有懶惰蟲！雄蜂就整天只會吃，不會做。工蜂

最勤勞，從成蜂的第一天開始，就不停的工作，

從清潔巢房、餵養幼蟲、到採集花蜜，所有的工

作都一手包辦，到了花期時，還會因為採蜜太辛

苦而「過勞死」。而所有的蜜蜂之中，最威風的

就是蜂后了，吃最好的、住最好的；它是蜜蜂中

的女王，也是所有蜜蜂的母親，平均一天可以產

下一千多個卵，整個蜂群的生存繁衍非要靠牠不

可! 

【蜂蜜】：蜂蜜是蜜蜂的主食，是從花蜜釀出來

的。通常蜜蜂外出採花蜜時，會先用匙狀的舌尖

探尋；如果有蜜，就伸出長長的吻將蜜吸入蜜囊

中。採到蜜後，工蜂會先找到僻靜的地方，吐出

一滴花蜜，置於舌顎間，讓水分蒸發；然後再吞

入胃中，讓消化酵素把濃縮了的花蜜轉釀成蜂

蜜。所有的花蜜就這樣一滴一滴的轉釀成蜂蜜，

工蜂會將蜂蜜貯存在蜂巢片的蜂房中，如果蜂房

的蜂蜜放滿了，工蜂會再另建蜂房，專為貯存蜂

蜜之用。 

【花粉】：工蜂利用口吻拍打花葉，由於蜜蜂全

身都是毛，因此只要找到花，在花上動一動，就

能很容易的採到花粉。通常每隔一陣子，蜜蜂會

用舌頭去潤溼身上的花粉，並用腳把它堆到後腳

的花粉籃裡。所謂花粉籃並不是真的有一個籃

子，而是蜜蜂後腳的關節。那裡長有許多硬毛，

利用關節的伸縮，花粉會被壓成球團。花粉團帶

回巢後，蜜蜂會把它卸在專門貯存花粉的巢室，

再用頭把它壓成餅狀。 

花蜜 

天然龍眼花蜜(A 級品) 

  每年僅有三、四月清明節前後收一次。 

  龍眼花樹不噴農藥且蜜源集中，品質佳。 

橘子、荔枝花、百花蜜(B 級) 

合成蜜(假蜂蜜) 

假蜂蜜有何特質? 

色：顏色較透明，且氣泡較少。 

香：氣如蔗糖迅速揮發，無味。 

味：味道較甜，入口很膩。 

純正蜂蜜的分辨 

色：沖泡時，顏色由淺而深，慢慢變濁，有氣

泡不易擴散，一小時後會有少許沉澱物。 

香：沖泡熱水，迅速產生香氣，有濃濃的花蜜

香味，久久不會散去。 

味：純蜂蜜是酸性，入口微酸甜，入口齒間甘

醇，不會膩。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致贈廖老闆小社旗、車馬

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狀況、紅箱收入情形。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扶輪社 25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二～二○一三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二年一月十三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三、出席：應出席：16 位、實際出席：14 位、列席：18 位 
四、主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Land、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Sun 
    紀錄：板橋東區扶輪社秘書：Otoko、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Mickey 
五、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Land 宣佈開會。 
六、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Land 致詞：時光飛逝社長乙職已經過了一半了，各社社長當選

人、秘書當選人也蓄勢待發中，敬祝與會人員新春快樂，各社社運昌隆。    
    <二>主辦社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un 致詞：社長、秘書聯誼會是個輕鬆愉快的溝通平台，敬請 

與會人員不吝指教並敬祝會議圓滿成功。 
七、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Miei 致詞：新的一年到了，恭賀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二>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Maggie 致詞：第二分區簡易獎助金「捐贈創世基金會病床」活

動圓滿成功，感謝各社熱情參與。     
八、討論事項： 
第一案：新北市第二區八扶輪社第四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廿七日(星

期六)下午四時三十分假海釣族餐廳舉行。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三屆地區年會總監之夜節目表演，請討論。（提案人：A.G. Miei） 
說  明：D.G.Young 希望每分區推出一個大型節目，D.G.Young 贊助每分區八千元整。 
決  議：第二分區社長、秘書表演「騎馬舞」。費用部份，除了 D.G.Young 贊助之八仟元外，每社分

攤二仟元，不足額則由 A.G.Miei、D.V.S.Maggie 處理。 
第三案：為辦理第二分區聯合新世代、公共形象服務－兒童和平日計劃活動。請討論。 

（提案人：A.G. Miei） 
說  明：為配合本地區首次發動全地區之服務計劃活動並與新北市板橋區家長協會合辦，頒發新北市

31 所小學前三名勵學獎助金，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舉
辦兒童和平日計劃活動（下午 2：23 分上傳），假板橋區江翠國小禮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413 號），此活動每社一萬元。 

決  議：委由 A.G. Miei 重新規劃以「和平」為主題之相關活動，再另行發文通知各社參與。 
九、臨時動議： 
第一案：新北市第四、七分區扶輪知識講習會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星期六)下午一

時假國立台灣藝術大學舉行，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是否共襄盛舉。請討論。（提案人：A.G. Miei） 
決  議：各社自行處理。  
第二案：D.G.Young 希望各社踴躍響應認捐 EREY。請討論。（提案人：A.G. Miei） 
決  議：各社自行處理。 
第三案：第二分區將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份接待五位來自加拿大的 GSE(團體研究交換)團員，需

安排住宿家庭、接待行程。請討論。（提案人：A.G. Miei） 
決  議：詳細資料公告後再行商議。 
第四案：板橋扶輪社與玉山銀行，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合辦捐血活動，敬

邀各社共同參與。請討論。（提案人：板橋社社長 James） 
決  議：欲參與的社請自行與板橋社聯繫。 
十、活動報告： 
(1)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五週年音樂會，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二日(星期六)下午七時假

新北市藝文中心演藝廳舉行，屆時敬邀各社社長、秘書、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蒞臨指導。 
(2)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二十五週年慶典，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三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吉立餐廳中和店舉行，敬邀各社撥冗出席。 
十一、感謝 A.G. Miei 致贈與會人員有機雞蛋二盒。 
十二、會議於下午四時圓滿結束，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Sun 宣佈散會。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六日 

第 1339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二日 

第 1340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國騰 社友 

主  講  者：亞泰旅遊諮詢顧問公司 

              行銷總監 朱商佐先生 

講      題：人生新享樂-郵輪世界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01.30)57 年 

王世原前社長(01.30)3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1月19日   第133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Dental、Duval、 

Frank、Herbert、Investor、Jerry、 

Jeremy、Ming-Long、Noni、Picasso、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Mast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1月19日   第133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47,500

AL 1,000 Masa 3,000

Bright 2,000 Otoko 1,000

Cathay 1,000 Polo 2,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Eric 2,000 Shige 3,000

Fuku 3,000 Smile 2,000

Hero 1,000 Stainless 2,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Junior 1,000 Sunny 5,000

King 3,000 Sun-Rise 1,000

Land 5,000 Tony 1,000

Lawyer 1,000 Wood 2,000

Life 1,000 林慶明 3,000

Lobo 1,000  

小計：      $52,000 總計：    $799,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72,450

Cathay 5,200 King 5,200

Jason 10,400 Life 5,200

Lankes 5,200 Long 5,200

Archi 5,200 Masa 5,200

ENT 5,200 Polo 5,200

Fuku 7,700 Smile 7,700

Justice 5,200  

小計：     $77,800 總計：    $750,250
 

2013-14 年度獎助金管理研討會 

【時間】:2 月 2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報到、10:30 開會 

【地點】: 天成飯店 
（台北市中正區忠孝西路一段43號） 

【參加】：劉炳宏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 月 17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