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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楊孟達 社名： Heart 

出生： 62 年 3 月 16 日 職業分類： 精神科醫 

服務單位： 楊孟達身心精神科診所 

公司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75 號 1 樓 

公司電話： 2255-5222 公司傳真： 2255-5751 

行動電話： 0972-093-927 

住家電話： 2255-2201 

住家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三段 321 號 4 樓之 2 

介紹人： 謝堂誠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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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0 月 18 第 1429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主持： 

歡迎洪敏捷耳鼻喉科藥師徐秀美小姐、寶明
建設工地主任蔡宏松先生、鴻暘建設採購專
員黃植鍵先生、台新營造行政人員林姵均小
姐、靜思牙醫資深助理葉佩蘭小姐、妙柔一
髮型教師許麗織小姐、陳嘉雯小姐、領唱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Tony、P.P.Tea 夫人、Alumi 夫人、
Polo 夫人，生日快樂! 

 P.P.Land 代理秘書報告： 
(1) 秋季旅遊-花蓮美侖二日遊，謹訂於十

月二十五日(星期六)早上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火車站地下一樓剪票口集合，
領取火車票、早餐盒、礦泉水。 

(2) 第二次社秘會，謹訂於十月十九日(星
期日)下午四時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3) 公共形象-根除小兒麻痹之夜，謹訂於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下午六時假台
北市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舉行，請
大家踴躍出席為環島歸來的DENTAL、
P.P.SMILE賀采。 

(4) 7-9月份、10-12月份社費、一萬個圓
夢計劃、扶輪基金認捐款，請社友攜
帶費用於下次例會時繳納。 

(5) 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
謹訂於十一月九日(星期日) 上午八
時假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舉行。為
安排早餐、午餐各項事宜，請向余s
報名。 

(6) 第三次爐邊會，謹訂於十一月三十日
(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海釣
族餐廳舉行。 

(7) 感謝社友Life致贈全體社友年曆。 
(8) 10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謹訂於十月

二十三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假關西
老爺球場舉行。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首先請雇主一一介紹受表揚員工優良事
蹟，在委請職業主委 Bright、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獎牌、禮金、紀念品予優良員
工。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
業之精神，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六扶輪社聘請之申太太(蘇秀娥女士)，服務
年資己滿三十年，其積極敬業之工作態度值
得表彰，因此六扶輪社共同製作金牌乙面

「感謝有您」以之嘉勉。 

 

 

 

 

 

 

 

 

 
 

 出席 Frank、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情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十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0 月 18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謝堂誠 

五、出席：劉孟賜、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 

陳萬祥、張茂樹、劉炳華、陳偉信 

六、列席：邱明政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台北保安扶輪社社友楊孟達轉入本社。

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予全體社友，若無異議

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一日

(星期六)中午例會假社館舉行入社儀

式。 

第二案：是否推薦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學生。請

討論。 

決  議：通過推薦徐銘緯先生、王琨堂先生、蔡

涵亦小姐申請碩士班冠名獎學金。 

11 月~板東扶青團行事曆 
11/02(星期日)地區運動會假三重國小 

11/22(星期六)室內例會-防身術假社館 
 

第二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 

比賽日期：11 月 26 日(星期三) 
上午 11:00 報到 11:30 開球 

比賽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大溪鎮日新路 168 號）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剪影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本社會議室 

 

 

 

 

 

 

 

 

 

 

 

 

 

 

 

 

 

 
 

社長 Otoko、職業主委 Bright 代表本社頒發獎牌、禮金、紀念品予受揚表員工 

 

社區服務-書法比賽決賽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日)9:30 

地點：光復高中(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社區服務-校園兒童青少年憂

鬱防治輔導計畫宣導講座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五)14:20-15:00 

地點：板橋海山國小(視聽教室) 

 

第 28 屆第三次爐邊會 

時間：11 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爐主：江基清、程文金、葉進一、郭祐福、 

賴光明、張正鳴、周正義、蔡宗原、 

黃明志、陳明忠、陳萬祥、劉炳華、 

郭道明 

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活動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日)12:30 報到 

活動地點：大觀書院(板橋區西門街 5號) 

參加人員：賴彥廷 

 

友社授證 

【三重中央扶輪社授證 26 週年】 
時間：11 月 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典華飯店大直旗艦館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 
【新泰扶輪社授證 27 週年】 
時間：11 月 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永寶婚宴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 170 號)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12 月 4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彭園會館三重店 4樓宴會廳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 6號 4樓) 



秋季旅遊-花蓮美侖飯店二日遊花絮 

10 月 25 日(星期六) 

第一站「馬太鞍濕地生態園區」，是阿美族馬太鞍部落世代漁耕之地，現今此地仍是低度開

發的荒綠田疇，一直保留著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文化。 

我們在這體驗阿美族人搗杜侖體驗(打麻吉)、石煮魚、以及獨特的「Palakaw」巴拉告捕魚法，

乃原住民利用中空的大竹子、筆筒樹的樹幹與九芎枝幹等天然材料，製作出一個三層的結構物放

入水塘中，讓魚蝦在其間棲息繁殖。經過一段時間後，將九芎枝幹提出水面，即可將攀附在樹枝

間的小蝦抖入三角魚網中；而藏身在底層大竹筒裡的鱔魚、土虱或鰻魚等底棲性魚類也可輕易捕

獲。 

千百年來，來自中央山脈的潔淨之水成就了馬太鞍生態豐饒的濕地環境，供應了阿美族部落的生

活所需，廣達 12 公頃的面積，不論是貫穿濕地的芙登溪或是水底伏流湧泉，對外來客而言都是

另類的生命體驗。中午在「欣綠農園」享用原住民風味餐。 

第二站「雲山水夢幻湖」，映入眼簾的是兩旁佈滿排列整齊、高大棕櫚樹夾雜的林蔭大道，

一股好心情油然而生，讓人期待美景呈現。 

雲和山、水與農莊，景致迷人，遠山近影，一望無際，令人心胸開闊。椰子樹隨風搖曳，漸轉黃

紅的落羽松，顏色豐富，有一種幽幽的靜謐感。湖畔中的紅頭番鴨與鵝和平相處，讓這處湖泊增

添了生氣盎然。循步道在往前走，便可以看到一處茂密的松林，松林下的小溪流細細的流竄著，

形成美麗景象，換個角度，就換個感受，讓人百看不膩。 

晚上我們入住「美侖飯店」，感謝 P.D.G.Young 伉儷、花蓮港區扶輪社社友 MinLong 伉儷特地前

來與我們相聚同歡，陪同大家渡過歡樂又熱鬧的晚宴。  

 

10 月 26 日(星期日) 

第三站「太魯閣-燕子口」，早期到了春夏交替之際，常常有燕子成群穿梭， 造成「百燕鳴

谷」的奇特景觀因此稱為燕子口，是馳名中外的風景，不過隨著中橫的開通，越來越多的遊客干

擾，早已經將這些燕子嚇走，獨留下岩壁上的洞內奇觀。燕子口遍地美景，轉個彎，過個隧道又

到了另一個世界，都讓人忍不住停下來多看幾眼，拍幾張照片。中午在「達基力餐廳」享用原住

民風味餐。 

第四站「海洋深層水探索館」，是台肥公司從距台灣東海岸 5000 公尺遠、太平洋海面下 662

公尺的深度汲取而來，全世界只有日本四國、韓國、夏威夷及台灣東岸能抽取到潔淨的海洋深層

水，這是上帝給的配方，獨厚花蓮子民。台灣海洋深層水公司運用「深海礦物質」開發多種保養

品及餅乾、海礦咖啡、糖果等食品和飲料。  

第五站「慶修院」，是一座三級古蹟的日式寺院，前身是日本真言宗高野派「吉野布教所」，

當初為安定日本移民所建造的信仰中心，也是醫療所、課堂室以及喪葬法事服務處等等各式功

能。雖然歷經數十年的殘破歲月，如今是花蓮保存良好、珍貴的文化資產，庭院中擺放的「八十

八所石佛像」，象徵著八十八種煩惱，不同的尊者也代表著八十八種願力。晚間在「櫻之田野餐

廳」享用有機生菜火鍋餐，返回花蓮火車站，結束二日一夜的花蓮悠活之旅。 

 

花蓮山明水秀，得天獨厚，好山好水，真的完全不無聊。最後，感謝社長 Otoko 致贈大家花

蓮薯、奶油酥條、德利豆乾禮盒並宴請光復糖廠冰棒，P.D.G.Young 致贈大家蜂之鄉蜂蜜禮盒、

海洋深層水飲料，P.P.George 夫人準備美味的魯味(雞腳、豆干、豬耳朵、豬舌)。 

 

 



秋季旅遊-花蓮美侖飯店二日遊剪影 

10 月 25 日(星期六)~10 月 26 日(星期日) 

 

 

 

 

 

 

 

 

 
 

馬太鞍濕地-原住民生態文化體驗 

 

 

 

 

 

 

 

 

 
 

雲山水-夢幻湖 

 

 

 

 

 

 

 

 

 
 

太魯閣-峽谷風情 

 

 

 

 

 

 

 

          日式寺院-慶修院 



本週節目 

十一月一日 

第 143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黃伯堯 

 主  講  者：台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陳嗣民先生 

 講      題：活出生命的光彩- 

如何維持“好記憶“ 

 

下週節目 

十一月八日 

第 1432 次例會 

【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活動】 

日  期：11 月 9 日(星期日) 

地  點：南山福德宮/停車場二樓報到 
(中和區興南路二段 399 巷 57 弄 20 號) 

程序表： 

08:00 集合、領取毛巾、帽子、礦泉水、早餐 

08:30 開始登山 

09:30 團康活動、趣味競賽、摸彩 

12:00 中和吉立餐廳午餐  

備    註：當日敬請穿著社長 Otoko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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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明志前社長夫人(27.11.02) 

林忠慶社友夫人(53.11.14) 

陳萬祥社長當選人夫人(66.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10月18日   第1429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Coach、Herbert、Jason、 
Kevin、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Just、Tiger、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10月18日   第1429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12,768
Aero 1,000 Otoko 3,000
AL 1,000 Polo 2,000
Cathay 1,000 Roberta 2,000
ENT 1,000 Stock 4,000
Eric 5,000 Sunny 1,000
Fuku 1,000 Tom 1,000
James 1,000 Toms 1,000
Kenny 2,000 Tony 3,000
Land 1,000 Trading 2,000
Masa  1,000  
小計：     $34,000 總計：     $446,768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00,000
Aero 5,200 James 5,200
Gary 5,200 Life 5,200
Tom 5,200 Long 5,200
Fuku 5,200 Masa 5,200
First 7,700 Polo 5,200
George 5,200 Tony 5,200
小計：      $64,900 總計：     $364,900

 

社友 Aero 競選總部成立 

敬邀社友寶眷蒞臨加油! 
日期：11 月 1 日(星期六)14:00 

地點：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237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