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20 日  第 1599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主講者昭業酒販營運長鄭光欽先生、新夢想

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許家榮、彬彬

教育機構吳明聰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蒞臨

本社。 

敬祝 P.P.Shige 夫人、P.P.Land 夫人，生日

快樂! 

敬祝 P.D.G.Trading 結婚 53 週年快樂並頒

發結婚週年禮券。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流浪到淡

水」、「More Thas I Can Say」。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8 屆地區年

會，謹訂於 4月 14 日(星期六)4 月 15

日(星期日)假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舉

行。 

(2)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活動暨捐贈板橋

地區學校淨水器五台，謹訂於 1 月 28

日(星期日)13:30 假浮洲紙廠公園舉

行。 

(3) 前總監 郭道明 Trading、前社長 郭祐

福 Fuku、前社長 郭昭揚 James，為慶

祝汾陽王郭子儀 1321 週年華誕，謹訂 

於 1月 28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

農村公園(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50 巷

93 號)辦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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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2 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舉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席

出席。當日將舉行摸彩活動，若社友

有願意贊助摸彩品，請向余 s登記。 

(5) 感謝羅致政 P.Master 致贈全體社友

春聯。 

 社友周正義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鄭光欽先生 

曾任：眧業菸酒負責人、辦理大中華地區超 

過 150 場以上品酒會。320 人超大型 

品酒會。 

現任：昭業酒販營運長、板橋扶輪社社友 

單一純麥威士忌的奧秘 

 

 

 

 

 

 

 

 

 

 

昭業酒販營運長 鄭光欽先生 

威士忌的種類 

單一麥芽威士忌（A類） 

只使用大麥芽為原料並在同一家酒廠製造生產 

單一穀類威士忌（B類） 

只使用裸麥，玉米或其他穀物為主 

調和威士忌 

Ａ+Ｂ+焦糖 

純麥威士忌 

Ａ+Ａ 

製造威士忌的設備 

第一階段：醣化槽、蒸餾器 

第二階段：橡木桶、時間 

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 

酵母菌 

大麥芽 

水 

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 

品牌知名度 

話題性 

稀有性 

外部需求 

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 

品牌知名度 

話題性 

稀有性 

外部需求 

何謂單一個年份單桶強度原酒 

意指：某一個年份製作蒸餾並放入橡木桶陳

年，並在後來的某一個年份裝瓶，裝瓶時不使

用冷凝過濾(低溫過濾)，也不加水稀釋，也不

能加焦糖調色，只能原汁原味的呈現(故一定會

有節晶体，橡木桶雜質或油絲) 

橡木桶種類 

波本桶、波特桶、雪梨桶、紅酒桶、啤酒桶、

泥煤桶、重組桶、豬頭桶、蘭姆酒桶 

假酒的主要成份 

三精：酒精、香精、糖精 

一水：水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 Boss 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謝

其精彩分享。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閉會。 

 

【台灣扶輪公益網記者會】 

*時間:1 月 29 日(星期一) 上午 10:00~12: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贊助台北愛樂種 

子成果發表音樂會 
*時間：1月 7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 

愛樂種子公益提琴課程計畫執行近 2年，招募專業具使命感教師、募集二手提琴深入邊緣及偏遠

地區教學，目前服務新北市及桃園地區 27 所學校，指導約 140 名孩子，以音樂當媒介，培養孩

子的成就感與自信心，相信音樂能帶來生命的改變。 

 

 

 

 

 

 

 

 

副社長 P.P.ENT 代表受獎                  社長 Master 伉儷與社友寶眷合影留念 

 

地區簡易獎助金－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小太陽英文課輔 

計畫 
*時間：1月 13 日(星期六)09:30  *地點：板橋中山國小-文薈館(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59 巷 31 號) 

每一個小孩都是我們未來的主人，只要讓學生有讀書的意願，不再因成績落後或家庭因素而放棄

課業，持續在他們身上播下種子，未來社會上將會多一個幫助社會的棟樑，也少一個潛在的社會

問題。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板橋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社、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南區扶輪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板橋中區扶輪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新北光暉扶輪社)，為提供弱勢學生課後

學習困難解決的機會，減少逃避上學之困擾，提高學習成就。向地區申請配合款 USD3,557，加上

八社募集新台幣 106,002 元，合計共新台幣 212,000 元。從 106 年 07 月 01 日起至 107 年 6 月 31

日止，由板橋扶青團團員於每週六早上 9 點到 11 點，每次二小時，擔任英文課輔老師。讓弱勢

學生不放棄學業，不要因為家庭、經濟或其他因素剝奪他們教育及學習的權利。 

  

 

 

 

 

 

 

 

 

 

社長 Master、秘書 P.P.AL、中山國小校長王健旺先生、友社社友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七日 

第 160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三日 

第 160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王世原 P.P.King 

主  講  者：台灣內湖特斯拉總公司 

車主顧問 詹智超先生 

(板橋群英社社友 Jonason) 

講      題：特斯拉如何改變世界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62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3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20 日  第 159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ental、Frank、

Obama、Otoko、Roberta、Taylor、Tetsu、

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1 月 20 日  第 159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10,600

AL 1,000 Kenny 1,000

Benson 2,000 Land 2,000

Bright 4,500 Masa 1,000

Cathay 1,000 Shige 2,000

ENT 2,000 Sky 1,000

Hero 2,000 Stock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3,000

Jason 1,000  

小計：     $25,500 總計：     $936,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8,500

Benson 7,700 Land 5,200

ENT 10,200 Long 5,200

James 5,200 Polo 5,200

Justice 5,200 Sun-Rise 5,200

小計：      $49,100 總計：     $677,600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活動暨 

捐贈生命能量水生成器共五台 

*時間：1月 28 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浮洲紙廠公園(板橋區大觀路二段 28號) 

*受贈單位：中山國小、大觀國小、榮民之家 

 

慶祝汾陽王郭子儀 1321 週年華誕 

*時  間：1月 28 日(星期日)18:00 入席  

*地  點：板橋農村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50 巷 93 號)  

*邀請人：郭道明、郭祐福、郭昭揚 

*備  註：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 1號出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