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22 日  第 1473 次例會 

 
 社長 Roberta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三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柯
俊傑先生、助理李麗貞小姐、樑闆佇有限公
司執行長翁仁禮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
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前團長孫孝澤先生、
團員簡俊榮先生、簡百妙小姐、童建銘先生、
邱婉菁小姐、邱婉婷小姐、陳曉諭小姐、童
靖雅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社友 Jason 生日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致
詞，敬邀各位 Uncle 例會結束後留步參與我
們的團務會議。 

 秘書 P.P.Land 報告： 
(1) 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一萬元)、保

羅哈理斯(台幣三萬三仟元)、永久基金
者(台幣三萬三仟元)，敬請於例會時攜
帶費用繳納。(多退少補) 

(2)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爐
邊會，謹訂於九月二十日(星期日)下午

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P.P.Cathay 介紹主講者： 

姓名：柯俊傑先生 
學歷：成功大學碩士、上海復旦大學博士 
曾任：台灣央粧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現任：三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品咖啡、談咖啡的是非 

 
 
 
 
 
 
 
 
 
 
 
 
 

三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柯俊傑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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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AKA 樹碼客精品咖啡(體驗)館 

1.世界五大產區精品咖啡體驗  

2.獨具特色極品咖啡體驗 :  

-野生麝香貓咖啡 

-牙買加藍山咖啡 

-夏威夷科娜咖啡 

-巴拿馬瑰夏(Geisha 藝妓)咖啡 

3. 精品咖啡體驗班/專業課程 

品咖啡步驟 : 

-聞香(2 次) 

-萃取(避免浸泡) 

-咖啡量:150~250ml 

-品咖啡:風味(喝湯方式) 

-熱,溫,涼:前味,中味,後味 

咖啡產區 

在以往我們所知道的咖啡大部分都是以國家的

名稱命名，但是生產國本身的國內產區眾多，各

產區的種植環境條件不同，風味等級也會出現不

同，許多生產國國內就設 有咖啡評選處，透過

篩選分級評比各個產區的等級，以咖啡豆顆粒的

大小、甘甜度、香醇口感、果酸的表現及均衡度

來做為分級依據；另外也有 一些具公認性的國

際咖啡組織，也會對世界各咖啡輸出國的產區咖

啡，在風味上 CUPPING 一番。 

因此，能在評比上表現出色的產區，也都是具備

了得天獨厚的優異環境，才能夠造就出獨特風味

的咖啡豆，受到咖啡品嚐家的偏愛，這就是所謂

的頂級產區：例如，牙買加的藍山咖啡──藍山

就是一個頂級產區的名稱。另外還有、如依 索

比亞的哈拉爾 產區及瓜地馬拉的安地瓜產區等

等;這些頂極產區的咖啡豆，一直都在受到世界

各地咖啡愛好者的注意。 

品咖啡與喝咖啡 

品味咖啡不離我們的嗅覺及味覺，但喝咖啡也是

不離這兩種感官!這之間到底有什麼差異呢?又

如何定義?咖啡豆本身有品質等級之分，飲用咖

啡方式又有個人偏好的問題，所以 「品」與「喝」 

就是從這裡做了一個區分，必須將品咖啡與喝咖

啡的內容定義清楚、也就是說個人口味喜愛與咖

啡品質風味完全是兩種情況不能混為一談，不可

將個人偏愛的喝法也將之當作品咖啡的結論 ,

喜歡花式咖啡，加多少糖才恰當放多少奶才適合

因人而異、喜歡濃偏好淡也都是個人愛好，這些

都只能歸屬在喝咖啡還談不上「品」。  

基本條件值得一品的咖啡，本身必須具備足夠的

質量，高質量的咖啡豆與種植環境條件、海拔、

土質、氣候、雨量…，處理挑選烘焙粹取過程都

有或大或小的影響因素，最後杯中呈現結果才有

值不值得我們細細感受品味的咖啡內涵(甘香酸

醇苦)。 

 社長 Roberta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感謝柯董

事長精湛演說並致贈車馬費、小社旗。 

 出席 P.P.Lobo、糾察 P.P.Jack 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Roberta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公共形象-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間：8月 21 日(星期五)09:00 

地點：新莊運動中心旁(新北市新莊區中華路 201 號對面空地) 

中秋節是中國三大節慶之一，本社連續第九年與新北市糕餅商業同業公會攜手合作，在中秋節

前夕舉辦捐血活動，除了希望能讓民眾提早感受過節氣氛，品嚐台灣道地的糕點美味外，也期

待藉由這濃濃的人情味以及滿滿的幸福，激勵民眾捐血救人的意願，而我們所贈送的糕餅，更

是新北市糕餅商同業公會會員所提供的優良產品，讓我們募集了 207 袋的熱血，期望能為血庫

盡棉薄之力。 

 

 

 

 

 

 

 

              社長 Roberta 暨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本社頒發贊助款一萬元 



地區辦公室來函~2015 年菲律賓馬尼拉扶輪研習會 

說 明： 

一、依據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辦公室 2015 年 8 月 21 日第 2015098 號文辦理。 

二、遵旨為有效協助扶輪社友暨寶眷參加並出席 2015 年菲律賓馬尼拉扶輪研習會與精選旅遊景

點，DGE Concrete 特此組團，並委由凡爾賽旅行社有限公司辦理規劃旅遊暨會議行程。 

三、菲律賓精選五日遊(會議團)報名及註冊方式，如下說明並參閱附件。 

1.出團日期：2015 年 11 月 5-9 日 

2.報名截止日期：2015 年 9 月 5日止 

3.預計收團人數：60 人 

4.報名方式：請逕向凡爾賽旅行社有限公司報名，請點選報名表。 

四、研習會議及官網報名方式如下 

1.研習會日期：2015 年 11 月 6 日至 8日 

2.開會地點：Sofitel Philippine Plaza Manila 菲律賓索菲特廣場酒店 

3.本次研習會基本務必註冊 Rotary Institute (美金 200 元註冊費) ，方能加選其他研習

會議，如攜眷屬同行，則眷屬只需註冊 Couple (美金 120 註冊費) 即可。 

4.報名方式如下：官網頁面上按下 Register Now 並進入註冊畫面，若要一次選擇多項會議，

請按 Add to Events，在最後一個選擇的會議再按下 Register，即可一次註冊多項會議，

註冊完成繳費後請至 email 信箱下載 invoice(發票)及 Ticket(門票)帶至活動會場。 

5.本次馬尼拉研習會新增之服務為中文同步翻譯。於 11 月 6 日下午的開幕式，與 11 月 7 

日的大堂全會(總共二日)，台灣社友可於入口處，免費借用同步翻譯耳機，享受大會的 

中文口譯。口譯工作由 3500 地區劉建德前總監(PDG C.T.)義務協助。 

6.如有自行線上註冊困難者，地區辦公室可協助代為註冊，請填妥附件四之註冊表，並請 

簽名同意由地區辦公室代為註冊，再次懇請及早註冊，以免場地人數額滿無法註冊。 

 

請推薦 2015-2016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學生 

一、 獎助對象：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碩士班及博士班之本國籍學生。 

二、 獎學金額：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六萬元、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二萬元。 

三、 獎助條件：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學青年，如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助完成學術研究及支     

付學費者，得申請獎助。 

四、 申請日期：敬請各社於 2015 年 11 月 03 日(以郵戳為憑)前將申請所需各文件郵寄至地區辦 

公室。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扶輪社推薦受獎學生之原則】 

一、各社每年 11 月底推薦期限前捐獻金額達： 

    (1)新台幣 20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博士班學生一名。 

(2)新台幣 15 萬元者，可優先推薦碩士班學生一名。 

二、冠名捐款比照上述規定辦理，捐款人如要指定特定人或特定院校系所時，應予尊重。 

三、推薦社捐款達八成以上時，得受理其優先推薦，承諾差額於當年度結束前捐足者視同優先

推薦。 

四、各扶輪社即令無捐款或未達優先推薦之金額仍得推薦清寒優秀學生，地區總監得統籌全地

區捐款金額，按八成範圍內(※如有冠名獎學金應予扣除)評選該地區受獎學生。 

五、各地區總監在競爭性評選中，如遇有歷年捐獻較熱心之扶輪社推薦獎學生，而條件相同時

應予優先考慮。 

 



訪問板橋扶輪社 

時間：9月 3日(星期四)12:30 

地點：社館 

主講：新北市立桃子腳國民中小學校長 李惠銘  

講題：桃子腳中小學的跨界經營 

備註：屆時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西裝出席 

 

第 29 屆第一組內輪會 

時間：9月 8日(星期二)中午 11:30   

地點：悅禾莊園義法餐酒館(台北市光復南路 280 巷 32 號)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撥冗出席 

 

請推薦 2015-2016 年度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一、本會為促進國際間之友誼及瞭解，鼓勵國外青年來台學習台灣文化，以具體行動邁向國際

服務，展現台灣扶輪人的熱情與關懷，特設立「台灣扶輪大使獎學金」。 

二、獎學金來源：台灣各地區扶輪社友所捐獻的「統一捐款」。 

三、獎學生名額：每年獎助名額視各地區募款金額核定。 

四、申請資格： 

1. 已修畢居住地國家公認之大學或專科課程，對台灣文化有濃厚興趣，年齡在 25-40 歲間，

未滿四十歲之非華裔青年。 

2. 須取得國際間之扶輪地區總監之推薦。 

3. 應能在台灣進行一年期的短期研習。 

4. 符合台灣之大學之入學條件，並經審查合格入學就讀者。 

5. 具有初級中文能力者優先考量。 

五、獎學期間：一年。 

六、獎學金額： 

(一)每名每月新台幣二萬五千元整。內含在台就學期間之學分費、住宿費、生活津貼，及

平安保險等費用。           

(二)自行購買，居住地與台灣之往返機票費用，(依實際支出金額核定)。限經濟艙。 

 

《End Polio Now》根除小兒麻痺單車環島募款計畫 

賡續 2014-15 第一位台灣的 RI 社長 Gary 上任，臺灣七地區扶輪社友進行自行車環島大會活

動，藉此活動來宣傳 RI 有史以來規模最大，耗時最長，成就最大的一項全球性服務–《End Polio 

Now》根除小兒麻痺，在全球扶輪人努力不懈的服務之下，目前僅剩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個國家

還持續有新增病例，有鑑於此一偉大工程，我們將更努力積極舉辦宣導與募款活動。 

此次活動亦將勸募【三輛手搖電動輔助三輪車】，捐給新北市身障協會(暫定)等單位，以嘉惠行

動不便者也能享有騎車運動的機會。 

環島日期：2015/10/31(星期六)-11/ 08(星期日) 

出發時間：2015/10/31(星期六)上午 08:00 

出發地點：新北市蘆洲區成蘆橋下 

參加人員：李榮鏗、李宗宸 



六扶輪社共同場地討論事項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四年八月十六日(星期日)下午六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三、出席： 

 社長 秘書 

板橋扶輪社 王經祿 陳主義 

土城扶輪社   

板橋北區扶輪社 郭世忠 王英烱 

板橋東區扶輪社 陳萬祥 謝堂誠 

板橋南區扶輪社 劉鎮洲 吳俊德 

板橋西區扶輪社 謝安 吳瑞興 

板橋群英扶輪社 蔡志誠 廖冠華 

新北光暉扶輪社 吳品德 官永茂 

四、記錄：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 陳萬祥 

五、附件(一)，中華民國100年9月18日六扶輪社共同場地管理辦法。 

六、討論提案 

第一案：新北光暉扶輪社使用六扶輪社社館，費用如何分攤。請討論。 

說  明：(1)六扶輪社費用分攤明細。 

項目 內容 

房租 

 

每月@16,0006 社=96,000 元  

@(實支現金 60,000+開捐款收據 36,000)12 月=全年度 1,152,000 元 

雜費 

 

每月@(保全 1,042+大樓管理費 750)6 社=10,752 元 

每月@共同基金 3,0006 社=18,000 元(水電、消耗品) 

工作人員 

 

每月@5,5006 社=33,000 元 

健保@1256社=750元 

備註 板橋群英社租借六扶輪社辦公室，每月支付六扶輪社共同基金3,000元 

       (2)附件(二)，新北光暉扶輪社提議費用分攤計算方式。 

決  議：考量新北光暉扶輪社創社維艱，每月酌收支付六扶輪社共同基金5,000元，優惠至中華民國

一○五年六月三十日止，。 

第二案：六扶輪社社館年度消防檢修費、消防設備添購費，費用如何分攤。請討論。 

說  明： 

收入 金額 支出 金額 

房東林拴贊助 10,000 元 年度檢修申報 5,000 元

應付餘款 30,550 元 設備添舊換新 37,550 元

 折讓 -2,000 元

小計 40,550 元 小計 40,550 元

決  議：餘款30,550元由六扶輪社共同基金支付。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暨爐邊會 

時間：9月 2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三樓(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爐主：張宏陸、黃文平、劉孟賜、葉進一、劉炳宏、王世原、許國騰、羅致政、張茂樹、 

吳振斌、林順正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九日 

第 147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九月五日 

第 147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邱顯清 Coach 

 主  講  者：前希臘退休大使 朱玉鳳小姐 

 講      題：古希臘文明對我們之影響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 

上安全工作大隊救生器材暨 

表揚優良志工 
時間：8月 30 日(星期日)10:00 開始 

地點：三峽大板根休閒山莊 

 

社區服務-防治自殺日 

時間：9月 5日(星期六)14:00 

地點：板橋非常熱區 

 

社區服務-頒發弱勢家庭孩童 

獎助金 
時間：9月 6日(星期日)11:30 

地點：原素食府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4 年 08 月 22 日  第 147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6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8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Frank、Herbert、Tom、Toms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umi、Justic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8月22日   第147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29,000

AL 1,000 Navigare 1,000

Cathay 1,000 Otoko 1,000

Dental 1,000 Polo 1,000

ENT 1,000 Roberta 11,000

Hero 2,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ky 3,000

James 1,000 Stock 3,000

Jason 2,000 Sun-Rise 1,000

Junior 1,000 Tea 1,000

Kevin 2,000 Tiger 1,000

Land 1,000 Trading 2,000

Life 1,000 Wood 1,000

Lobo 2,000  

小計：     $44,000 總計：     $273,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2,900

First 5,200 Lobo 5,200

Kenny 5,200 Navigare 5,200

Kevin 5,200 Shige 5,200

小計：      $31,200 總計：     $184,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