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22 日   第 1360 次例會 

 

 今日為前社長日(P.P.日)，前社長們經過抽籤

後擔任例會程序所需職務人員，除了有機會重

溫舊夢外，也為例會程序做良好的示範。 

 P.P.King 擔任社長鳴鐘開會。 

 P.P.AL 擔任聯誼： 

歡迎主講者亞太生物技術移轉公司負責人郭

書祥先生、社長 Land 夫人顏美淑女士、社友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友 Hero 夫人董秀琴

女士、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鄭翔隆先

生、團長當選人孫孝儒先生、前團長林佳吟小

姐、團員黃嘉瑩小姐、黃嘉琪小姐、謝準提先

生、林品宏先生、鄭積浩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King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Hero 結婚 28 週年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當選人孫孝

儒，敬邀各位 Uncle 撥冗參與扶青團新舊任團

長、幹部交接典禮，謹訂於六月三十日(星期

日)下午二時假社館舉行。 

 P.P.Fuku 擔任秘書：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六月份臨時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六)中午例會，馬來西

亞 AMPANG 扶輪社社長 P.P.Mike Yee 預計

出席本社例會。 

(3) 感謝總監當選人 David 致贈全體社友領

帶、口號徽章，敬請全體社友於 7 月 7 日

交接典禮時配帶。 

(4) 例會結束後，敬請全體社友撥冗至

P.P.Jack 夫人靈前上香。(地址：新北市

土城區學府路一段 32 巷 7 號 1樓) 

 P.P.Shige 擔任節目介紹人： 

姓名：郭書祥先生 

學歷：德國 Duesseldorf 大學的微生物基因 

工程博士、台灣大學植物系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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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台灣行政院經濟部財團法人生物技術 

開發中心 

現任：亞太生物技術移轉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亞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 

人、雅蘭生活美學有限公司負責人 

談台灣蝴蝶蘭產業 

  

 

 

 

 

 

 

 

 

 

 

亞太生物技術移轉公司負責人 郭書祥先生 

全球蝴蝶蘭市場產值 500 億元，每年以一成

的速度成長，面對荷蘭及中國大陸等地競爭，台

灣蝴蝶蘭產業近年來朝高品質量產技術研發，亞

蘭生物科技公司最近成功發展「類原球體量產

（PLB）」新世代技術，可靠一株蝴蝶蘭，技術

上就可能大量生產至 3,000 萬株規模。  

一株新品種蝴蝶蘭由育種成功到進入市

場，需要花三年時間，傳統蝴蝶蘭業者以「芽切」

技術進行量產，然而這種技術較容易造成蝴蝶蘭

的病毒擴散，影響花卉在市場的賣相。 

我以六年時間研發，發展出最新型 PLB 技

術，透過荷爾蒙的劑量控制，可克服變異性風險。 

並從國內 1,000 種蝴蘭品種中，篩選出 400 種無

感染病毒的品系，更結合十位育種專家，計劃每

年推出 50 種蝴蝶蘭新品種。 利用新型 PLB 技

術，我只需透過一株新品種蝴蝶蘭，以該蝴蝶蘭

花梗產生的三個休眠芽，在九個月內長出約 15

個小芽生長點；而這 15 個小芽生長點，將在後

續九個月內再產出 1,000 至 1,500 株球体苗，接

著每株球体苗可以每個月複製一倍的速度擴充

規模。透過這種量產技術，在不到 20 坪的母瓶

量產工廠裡，目前已有 500 萬株蝴蝶蘭量產能

力，預計今年底量產可達到 800 萬株。僅靠一項

蝴蝶蘭新品種，就可創造數億元產值。  

全球蝴蝶蘭市場每年約有 500 億元市場值，

但台灣產值僅有 30 億元。除面對荷蘭的行銷

優勢，還有大陸低價競爭，只有不斷推出無

病毒及新品種蝴蝶蘭，才有機會擴大國際市

場地位。 

【蝴蝶蘭栽培方法】 

由蝴蝶蘭組合的盆栽，多能維持二個月，但

許多民眾因不了解蝴蝶蘭的特性，每天澆

水，導致花期不到一個月就凋謝。 

蝴蝶蘭盆栽要有排水孔，約一週澆水一次

(100cc)，放置位置朝北並需離窗戶 50 公分、

照白光最好。 

 社長 P.P.King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郭書

祥先生，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P.P.Stock、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

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P.P.King 鳴鐘閉會。 

六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22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劉炳宏、 

謝堂誠、羅國龍、羅致政、賴建男、 

陳萬祥、張茂樹、劉炳華、吳振斌。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友李郁文先生、許興國先生因事 

業繁忙，申請退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一○二

年六月三十日止。 

輕鬆小品~福利                             ~感謝社友 Life 提供 

端午節前夕，男女同事相約開車出外郊遊，車停僻静處，兩人在車上親熱。 

突然間，一位交通警察~~~咚咚敲窗戶，問男，這車是你的嗎? 

男生答：是公司的， 

警察再問，她是你老婆嗎? 

男生答:也是公司的， 

警察聽後，自言自語道：「這是啥公司?福利這麼好，我們卻只有發粽子！！」 



友社交接 
 
【板橋扶輪社】 

時間：7月 1日(星期一)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板橋中區扶輪社】 

時間：7月 1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 

【板橋南區扶輪社】 

時間：7月 2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7月 5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 

【板橋西區扶輪社】 

時間：7月 8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 

時間：7月 9日(星期二)17:30 

地點：土城雲林鵝肉城 

 

扶輪訊息 

【2013 年 1 月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決議】 

扶輪基金會保管委員會於 2013 年 1 月 12-13 日在美國加州聖地牙哥舉行會議。 
保管委員會審查 5個委員會的報告並做出 35 個決議。以下為決議摘要： 
 

行政管理 

保管委員會選出保管委員麥可.麥高文 Michael K.McGovern 為 2013-14 年度副主委。 
 

基金發展及表彰 

保管委員會選出 43 位扶輪社員為扶輪基金會最高服務表彰「扶輪基金會特優服務獎」的受獎 
人。保管委員會也選出「扶輪基金會全球前受獎人人類服務獎」的受獎人，將在 2013 年國際 
扶輪(里斯本)年會頒獎。 
 
保管委員會更改扶輪基金會某些基金名稱如下：年度計劃基金(Annual Program Fund)現改為 
年度基金(Annual Fund);扶輪基金會永久基金(Permanent Fund)現改為捐助基金(Endowment  
Fund)。 

  
  保管委員會： 
  同意在小兒痲痹根除之前，表彰捐出可用地區指定基金百分之 20 或更多給根除小兒痲痹等疾 

病計畫之地區俾取得財務支持，並要求秘書長及國際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劃委員會主委擬出 
表彰計畫; 

  核准 10 位扶輪社員獲頒「為無小兒痲痹世界國際服務獎」; 
  對於在巴基斯坦小兒痲痹免疫運動因公殉職之保健工作人員的家屬表達弔慰之意，並核准一 

筆 18,360 美元獎助金撥給巴基斯坦全國根除小兒痲痹等疾病計劃委員會，用於補償這些家 
屬; 

  同意對個人從事扶輪一會獎助金及扶輪和平獎學金而旅行者提供總括旅行保險。 
 

 【基金會實況(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為止)】 

  保羅.哈理斯之友：1,369,091 人 
  基金會捐助人：88,958 人 
  巨金捐獻人：17,417 人 
  阿奇.柯藍夫會會員：413 人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九日 

第 1361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六日 

第 1362 次例會 

為舉辦「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故延 

至七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擔仔麵餐廳舉行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夫人(35.07.02)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2 年 06 月 22 日   第 136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5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Dental、Herbert、Jerry、 

Jeremy、Lankes、Ming-Long、Noni、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Kevi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2 月 06 月 22 日   第 1360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137,900

Fuku 1,000 King 3,000

Hero 2,000  

小計：      $6,000 總計：   $1,143,9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291,800

Jason 5,200 Otoko 7,700

Master 7,700 Picasso 5,200

小計  ：   $25,800 總計：   $1,317,60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65,000

AL 1,000 King 1,000

ENT 1,000 Land 1,000

Eric 8,000 Lobo 1,000

Fuku 1,000 Masa 1,000

George 2,000 Master 1,000

Hero 1,000 Otoko 1,000

James 1,000 Roberta 1,000

Jason 1,000 Stock 1,000

小計  ：   $24,000 總計：     $89,000
 

友社授證 

【台北安東扶輪社授證 14 週年】 

時間：6月 29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首都飯店 

【樹林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水產大餐廳 

【三重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時間：7月 20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 

 

板東扶青團交接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4:00 

地點：社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