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07 日  第 1445 次例會 

 

 社長 Otoko 今日前往嘉義參加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頒獎典禮，由社長當選人 Roberta 代理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廖曉
萍小姐、民進黨新北市黨部副執行長粘珮瑩小
姐、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Frank 夫人生日快樂! 

 代理秘書 Kenny 報告： 
(1) 感謝社友羅致政Master致贈全體社友春

聯、小紅包。 
(2) 社友羅致政Master參選板橋東區立委記

者會，謹訂於二月十二日(星期四)上午
十時假板橋農會 13 樓演講廳(板橋區府
中路 29 號）舉行。敬邀全體社友前往加
油、打氣! 

(3) 二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謹訂於二月二
十六日(星期四)中午十一時三十分假桃
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4) 恭喜社友連耀霖(Lawyer)公子連力航先
生，謹訂於三月一日(星期日)中午十二
時假大直維多麗亞酒店(台北市中山區
敬業四路 168 號)畢行結婚典禮。 
為安排桌次請告知出席人數，此外禮金
欲自行處理者敬請告知余 s。 

(5) 慶祝春節晚會暨女賓夕，謹訂於三月八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土城擔仔
麵餐廳舉行。 

(6) 社長當選人Roberta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謹訂於三月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
十分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 

(7) 春季旅遊-東勢林場一日遊，謹訂於三月
二十二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
寶眷儘速報名參加。 

(8)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將致贈全體社友伉
儷休閒服，敬請各位社友試穿套量尺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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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 Kenny 介紹主講者 
姓名：廖曉萍 小姐 
學歷：致理技術學院企業管理 
曾任：龍騰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秘 
      書 
現任：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 

台灣寵物面面觀 

  

 

 

 

 

 

 

 

 

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 廖曉萍小姐 

一、台灣寵物概述 

家犬：1,741,602 隻(75%)  

家貓：578,993 隻(25%)  

總計：2,320,595 隻 

二、市場需求 

少子化→高齡化 

療癒系列當道 

人際關係的好幫手 

商機預估 250 億~400 億 

三、養寵物的好處 

1.減壓 

2.降低血壓  

3.減輕疼痛 

4.降低膽固醇 

5.改善情緒 

6.有助社交活動 

7.預防中風 

8.監控糖尿病患者的血糖穩定 

9 防止過敏及提高免疫力 

10.對孩子成長有幫助 

四、台灣飼養犬種前五名 

1 馬爾濟斯 

2.貴賓狗 

3.臘腸狗 

4.吉娃娃 

5.法鬥 

五、台灣飼養貓種 

1.米克斯(Mix) 

2.金吉拉 

3.美國短毛貓 

4.波斯貓 

5.豹貓 

6.其他 

六、寵物新鮮事 

六星級寵物友善渡假飯店 打造寵物迪士尼。  

寵物險。  

寵物年菜，比人吃的還澎湃。 

春節毛孩住旅館 1 日 3 千還得候補。 

寵物也有~高級雞精、紅酒禮盒好享受。 

毛小孩，看中獸醫、針灸推拿，緩解不適。  

這也 24 小時！寵物館都拚全天搶客。  

寵物也很會享受！吃好住好，還有 VIP 運動場。  

七、準備寵物了嗎? 

1.認清地位： 

  養狗:你是主人 

  養貓:主人是他 

2.先做功課：飼養環境、適合犬(貓)種 、新手 

訓練、逐步進修。 

3.不離不棄的承諾。 

除了最基本的能解決人類之孤獨寂寞外，看到他

們可愛的舉動，可使心情愉悅，更在〝養〞的過

程中，感覺自己是被需要的，提高對自我價值的

肯定，降低焦慮、恐懼，進而改善人際互動，甚

至有研究指出有寵物在旁者有延長生命的效果。 

不過，在養寵物前，更重要的是寵物本身的健

康，一些疫苗的注射及檢查是必需的，而飼主在

飼養前也要做好功課（如何飼養）及考量自身的

經濟及環境許可哦！那麼你就能認同寵物是上

帝賜給人類最好的禮物囉！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廖社長小社旗，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I.P.P.Lob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情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鳴鐘閉會。 

2015-16 年社長當選人研習會 

時間：2月 28 日(星期六)上午 09:15 至 

3 月 1 日(星期日)下午 16:00 

地點：大板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參加：劉炳華伉儷、陳萬祥伉儷 



本社訊 

社友 Lawyer 公子連力航先生結婚典禮 

時間：3月 1日(星期日)12:00 

地點：大直維多麗亞酒店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 168 號) 

社長當選人 Roberta 宴請 

時間：3月 1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社授證 27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二)17:30 

地點：吉立餐廳中和店(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 293 號 10 樓) 

【五工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 3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5:30 註冊;6:00 準時開會 

地點:晶冠廣場 7樓頤品大飯店香蘊廳(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7 樓)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8日(星期日)11:00 註冊、11:30 鳴鐘開會 

地點：板橋 435 藝文特區 枋橋大劇院 (板橋區中正路 435 號) 

【新莊中央社授證 17 週年】 

時間：3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珍豪大飯店三樓國際宴會廳(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3 樓) 

【三重百福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19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大直典華旗鑑店五樓繁華廳(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八號 5樓)  

 

二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 

【擊球時間】： 2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 11：30 報到、中午 12：00 開球 

【擊球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 鄰 39 號 ) 

【擊球費用】：每位擊球費 2,650 元 

【餐敘地點】：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擊球時間】： 3 月 16 日(星期一)09:30 報到、10:30 開球 

【擊球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坑子村赤塗崎 34-1 號)   

【參加人員】：賴建男、羅國龍、蕭慶安 

 

春季旅遊-東勢林場一日遊   

時間：03 月 22 日(星期日) 
行程：07：20 社館、馥華飯店集合、領取早餐07：30 出發10：00 東勢林場-生態導覽 

12：00 東勢林場午餐15：30 亞洲現代美術館17：30 秋虹谷18：00 阿秋大肥鵝晚餐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黃文平社友(59.03.01)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陳明忠社友夫人(48.02.15)  連耀霖社友夫人(49.02.20)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社長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62.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30 年  陳嘉偉社友(71.03.07)33 年 

 

本週節目 
二月十四日 

第 144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謝堂誠 

 主  講  者：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社 

總編輯 歐陽莉小姐 

 講      題：如何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一日 

第 1447 次例會 

 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二月二十八日 

第 1448 次例會 

 適逢二二八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三月七日 

第 1449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3月 8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台南擔仔麵餐廳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196 號) 

 爐主：黃文平、邱顯清、張富逸、王信興 

劉炳宏、呂仁團、連耀霖、邱明政 

吳得利、林振哲、吳振斌、林同義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2月07日   第144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Duval、Frank、Herbert、 

Smile、Picasso、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ing、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2月07日   第144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91,267

Cathay 1,000 Lobo 1,000

Coach 1,000 Master 3,000

Dental 1,000 Polo 1,000

Fuku 1,000 Roberta 6,000

James 1,000 Sky 2,000

Kenny 1,000 Toms 2,000

Kevin 1,000 廖曉萍 3,000

Land 1,000  

小計：      $26,000 總計：     $817,2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99,700

Sky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804,9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