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員、增緣、增援、增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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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廿八卷 第十四期 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2014/Nov/15 Vol.28 No.14



例 會 記 要 

11 月 01 第 1431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主持： 

歡迎主講者台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
責人陳嗣民先生(新北卓越社 C.P.Boris)、
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P.Shige、P.P.Fuku、Life、
P.P.Jack、P.P.Long 夫人、Archi 夫人、
Roberta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Sun-Rise 結婚 41 週年快樂! 

 P.P.Jack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嗣民先生 
出生：57 年 10 月 10 日 
學歷：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系博士 
曾任：亞東醫學中心醫檢師、醫伊久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新北市視障 
協會暨大安庇護農場理事長 

現任：台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台灣優品醫學檢驗中心、元培醫學

科 
大學助理教授、新北卓越扶輪社創社 
社長…等。 

活出生命的光彩-如何維持好記憶 

  

 

 

 

 

 

 

 

 

台碩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 陳嗣民先生 

聯誼是扶輪運動的基礎，好記憶是聯誼成功的法

寶，記憶是智慧之母。 

實際腦年齡的測試 

104 人力銀行首度公開測驗結果，發現 1,020 位

平均年齡 32.2 歲的台灣上班族，每天在工作將

近 10 小時，睡眠不滿 7小時的生活形態下，雖

然正值年輕力盛，但腦年齡卻已高達 52 歲，兩

者出現將近20歲的極大差距!其中更有超過5成

以上的人坦承深受「記憶力不足」與「專注力不

足」的困擾，導致工作效率大受影響。 

失智症與健忘的區別 

失智症常常即使是別人提醒也會完全忘記。 

失智症病患有認知的困擾，常因時間和空間的混

亂，而影響到日常工作、生活和社交 (功能上的

障礙)。 

失智症是進行性，病況會日趨惡化。 

增進記憶的方法 

-靜心使能專心(定靜思慮得)，一夜好眠:腦部會

釋放α波(學習波)。 

-多食含色胺酸食物(香蕉.牛奶.核桃.納豆)，在

體內轉換成血清素，到了晚上會轉換成睡眠荷爾

蒙(褪黑激素)。 

-睡前 10 分鐘聽巴洛克音樂(Baroque music,西

元 1600-1750 年間) (60 拍/分鐘)，刺激海馬迴。 

-曼陀羅式(水平聯想式/水平放射式)的思考方

式。 

-多觀察,保持好奇心。 

左右腦特質 

 

 
 
 
 
 
 
 
 
 
 
 
 
 

-右腦：創意、長期記憶。 
-左腦：邏輯、短期記憶。  
Mediterranean diet (地中海式飲食) 
Polyphenols (多酚類) 
Exercise regularly (規律地運動)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致贈 C.P.Boris 小社

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敬請全體社友前往板橋區

文化路二段237號，參與社友AERO競選

總部成立大會。 

(2) 地區單車親子逍遙遊活動，謹訂於十

一月二日(星期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假



成蘆橋下舉行，敬請參加人員PP 

SUN-RISE、DENTAL、KENNY夫婦準時撥

冗出席。 

(3) 職業服務-參觀新竹工研院、科學園

區、進益摃丸活動，謹訂於十一月六

日(星期四)上午八時二十分假民生路

馥華飯店、上午八時三十分假四川路

社館出發，當日備有早餐、礦泉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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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未報名之社友寶眷請儘速報名以利安

排早餐、午餐事宜。 

 出席 Frank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情況。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第三四九○地區二○一四～二○一五年度 

新北市第二分區七扶輪社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十九日(星期日)下午四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280號） 

三、出席：應出席：十四位、實際出席：九位、列席：三位 

所屬社 社  長 秘  書 

板橋社 劉紹榮 高建順 

板橋北區社   

板橋東區社 賴建男  

板橋南區社 簡榮坤 陳世通 

板橋西區社 陳文斌 謝  安 

板橋中區社 蔡素珍 范秀芳  

板橋群英社   

四、列席：地區總監洪清暉、地區祕書王銘聰、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李昌雄 

五、主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Otoko、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Gary 

記錄：板橋南區扶輪社秘書Area 

六、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Otoko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Otoko 致詞： 

很高興主持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第二分區各項活動有助理總監 Long-Life 領導以及地區 

總監 Ortho、地區秘書 Pioneer 參與，各項服務推動都很順利。今天要討論的議題，希望大 

家都能提出寶貴意見，共同討論達成共識。 

<二>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 Gary 致詞： 

共同主辦社板橋東區社社長 Otoko、地區總監 Ortho、地區秘書 Pioneer、助理總監 

Long-Life，以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歡迎各位撥冗蒞臨，今天的議案不 

多大家以最輕鬆的方式來討論，祝今天的會議圓滿成功!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地區總監Ortho 致詞： 

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地區成年禮活動，還需仰賴第二分區各社全力支援。此外希請各社 

能在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份以前回報地區辦事處，各社社員人數、扶輪基金、中華扶輪 

教育基金名單。  

<二>地區秘書Pioneer致詞：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World Polio Day 2014 Taiwan晚會，敬邀大家共襄盛舉並為環島 

騎士們賀采。 

<三>第二分區助理總監Long-Life 致詞： 

本年度尚有三分之二的時間，尚有地區事務需要拜託大家共同參與、共同協助，屆時敬請 



大家不吝全力協助配合。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二分區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一月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四時假上海銀鳳樓舉行，此次由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主辦。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並邀請2015-2016年度第二分區助理總監、地區副秘書、社長、秘書列席。 

案由二、有關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聯誼賽，提請討論。 

說  明：1主辦社：板橋北區扶輪社  
2.日  期：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星期三)上午 11:00 報到、11:30 開球 

3.地  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4.費  用：每人報名費 500 元。 

5.擊球費：每人 3,000 元。(含球車、桿弟費，請擊完球至櫃台繳納) 

6.其他活動費用擬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並感謝地區總監Ortho贊助洋酒六瓶、地區秘書Pioneer贊助現金一萬元、助理總監 

Long-Life贊助現金二萬元、地區副秘書Torque贊助現金一萬元、各社社長贊助現金一萬元。 

案由三、有關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一月九日(星期日)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摸彩品，提 

請討論。 

決  議：通過，並感謝地區總監Ortho贊助現金二萬元、地區秘書Pioneer贊助現金一萬元、助理總監 

Long-Life贊助現金一萬五仟元、地區副秘書Torque贊助現金一萬元、各社社長贊助紀念品 

五仟元。 

十、活動報告： 

    (一)「World Polio Day 2014 Taiwan晚會」，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晚上六時假台北市自由廣場(捷運中正紀念堂五號出口)舉行，歡迎各社踴躍出席。 

    (二)「2014-15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活動」，謹訂於中華民國一○三年十二月十四日（星期

日）假大觀書院(新北市板橋區西門街5號)舉行，屆時需要安排第二分區三十二位社友支援

交通組、糾察組。 

(三) 感謝地區總監Ortho提供此次會議Johnnie Walker藍帶威士忌乙瓶。 

    (四) 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Otoko提供此次會議陳年高梁酒乙甕。 

十一、會議於下午五時三十分圓滿結束，由板橋南區扶輪社社長Gary宣佈散會。 

根除小兒痲痹騎單車環島募款剪影 

國際扶輪在關心根除小兒麻痺的問題，已經長達 25 年。為了根除小兒麻痺，我們台灣發起七地區

騎自行車環島募款活動，以「我騎 1公里，你捐 1塊錢」的方式，10 月 16 號開始，從新北市出發，

為期九天，10 月 24 日完成環島，並在台北自由廣場(中正紀念堂)舉辦慈善晚會。 

 

 

 

 

 

 

 

 

 

 

 

三四九○地區 10/16 從新北市政府出發       P.P.Smile、Dental 代表本社參與環島單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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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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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參觀新竹工研院、科學園區、進益摃丸 

扶輪社的任務是經常發展各種計劃使社員貢獻職業才能並負責幫助扶輪社員更加認識各種職業的

全貌。而社員的任務則是遵照扶輪的原則執行他們的專業，並響應扶輪社所倡辦的各種計劃。 

感謝社長 Otoko、職業主委 Bright 細心規劃台灣科技城市以及安心食品公司讓大家受益良多。 

 

 

 

 

 

 

 

 

 

 

參觀「新竹工業研究院」感謝國會小組主任許仁杰先生、產業服務中心組長黃光華先生熱情接待 

 

 

 

 

   

 

 

 

 

 

參觀「新竹科學園區探索館」感謝李科長細心解說、導覽 

 

 

 

 

 

 

 

 

 

  

參觀「新竹進益摃丸」感謝 P.P.Tim 熱情款待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五日 

第 143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昭揚 

 主  講  者：工研院 

               國會小組主任 許仁杰先生 

 講      題：談產業創新與新創產業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 143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張正鳴 

 主  講  者：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 

               總經理 江慶鐘先生 

 講      題：服務創新-我的六星集成功經 

驗 

 

敬祝 生日快樂! 
陳明忠社友(47.11.15) 

羅致政社友(53.11.1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邱明政前社長(46.11.19)5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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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高爾夫球友誼賽 

日期：11 月 27 日(星期四) 
上午 11:10 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餐敘：下午 7:00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11月01日   第143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Herbert、Kevin、Picasso 
Smile、Tiger、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Roberta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11月01日   第1431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46,768
Just 500 陳嗣民 3,000
小計：      $3,500 總計：     $450,268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64,900
Alumi 5,200 Lobo 7,700
Archi 5,200 Master 5,200
Dental 5,200 Otoko 17,000
Hero 7,700 Stock 7,700
Jason 7,700 Sky 5,200
Junior 5,200 Tea 5,200
Justice 5,200 Trading 10,400
Kenny 7,700 Wood 5,200
King 5,200  
小計：     $117,900 總計：     $48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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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組爐邊會議 

時間：11 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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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