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1 日  第 1628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徐明偉 Benson： 

歡迎主講者欣合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酒類進

口總監方志愷先生、行銷組組長/業務區經理

劉奕成先生、板橋扶輪社社友鄭光欽先生

(Boss)、國泰人壽業務經理陳世君先生暨夫

人陳佳珮女士、社長 Sky 夫人蔡麗娟女士、秘

書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社長當選人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

惠女士、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

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P.P.Tea 夫

人吳陳金粧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

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Stock 夫

人陳雪鳳女士、P.P.Eric 夫人黃慧齡女士、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P.P.Hero 夫人董秀

琴女士、社友 Junior 夫人江琇珍女士、社友

Tiger 夫人張桂香女士、社友 David 夫人王錦

麗女士、P.P.Eric千金張庭暄小姐、秘書Polo

千金吳秉璇小姐、社友 Tiger 孫女王晴樂小

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Eric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

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一支小雨傘」、

「大家攏嘛好作伙」。 

 出席主委謝堂誠P.P.Land報告上週例會出席

率。 

 秘書吳得利 S.Polo 報告： 

(1) 感謝 P.P.Stock 夫人準備杏仁果給大家

搭配紅酒。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請

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榮任台灣銀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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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謹訂於九月

二日(星期日)中午十一時假桃禧航空城

酒店舉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

席。 

(4) 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弱勢家庭孩童

聖誕禮物已開始募集，一份禮物 500

元，敬請社友寶眷踴躍認捐。謝謝! 

(5) 秋季旅遊-羅東村却飯店二日遊，此次

由社內自行向飯店訂房，因此若臨時不

克參與者，請務必在九月底前主動告

知，避免住宿費無法退還。  

 社友邱顯清 Coach 介紹主講者： 

姓名：方志愷先生(Jamie) 

出生：1983 年 

曾任： 拜訪世界各大葡萄酒與威士忌酒廠 

約 50 家 

現任：欣合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1993 

年)酒類進口總監，台灣獨家代理品 

牌大使 

品味人生從紅酒談起 

 

 

 

 

 

 

 

 

 

欣合興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酒類進口 

總監 方志愷先生 

一、為什麼要喝酒? 

【健康】：因為喝酒能促進血液循環，有效

降低心血管疾病風險機率，比完全不喝葡萄

酒的人還低了 56%。當然也不能無限量暢

飲，要適量。 

【享受】：品酒是一種享受，我們應該享受

人生，提高自我生活品質。 

二、要喝什麼酒? 

我覺得每款酒都是好酒，在於在什麼場合喝，

跟誰喝，配什麼喝? 

三、怎麼挑選您的好酒? 

你很難否認，幾乎沒有人不喜歡葡萄酒。聽著

開瓶聲，看著酒液倒入水晶玻璃杯中，聞著酒

香，誰能不陶醉?但每個人，在面對葡萄酒時

都遇到一個課題-該買什麼好?面對一年出產數

十萬種的葡萄酒，哪支是能買的?複雜的酒標

令人怯步，面對琳琅滿目的品項，更讓人深怕

花錢買了酒辛苦搬回家，最後還踩到地雷。 

我建議大家找一家有專業度和敬業度的店家，

因為懂酒、有經驗的店家越能在合理價位進到

高品質的酒款，進而能提供資訊與介紹適合每

個客人在每種場合想飲用的酒。 

四、品嚐一款白酒、三款紅酒 

(1)德國 MORIO-MUSKAT 莫莉天然微氣泡甜白葡

萄酒。(100% MORIO-MUSKAT) 

(2)西班牙 BARON DE RICOT 雅歌伯爵精選紅葡

萄酒。(調合品種、酒精濃度 11%) 

(3)阿根廷 ESTATE 特級系列馬爾貝克紅葡萄

酒。(100% MALBEC、酒精濃度 13.5-14.5%) 

(4)阿根廷 RESERVE 頂級系列馬爾貝克紅葡萄

酒。(100% MALBEC、酒精濃度 13.5-14.5%) 

 社長林振哲 P.Sky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方

總監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林振哲 P.Sky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8月 11 日(星期六)14:0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游伯湖、張富逸、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1 第 1631 次例會，「新北市土地 

開發現況與榮景」新北市政府地政局 

主任秘書 徐鳳儀小姐。 

        09/08 第 1632 次例會，為「慶祝中秋 

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故 

延至九月九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吉立餐廳舉行。 

        09/15 第 1633 次例會，「光與健康」 

光拓彩通建築照明設計總監 孫啟能 

先生 

        09/22 第 1634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09/29 第 1635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賴光明因事務繁忙申請退社。請

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 107 年 6 月 30 

日止。 

第四案：來賓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業務

經理 陳世君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九 

月九日(星期日)中秋節晚會時舉行入 

社儀式。 

第五案：前社長李榮鏗(P.P.Smile)申請免計 

出席。請討論。 

決  議：因年齡 63 歲、社齡 26 年，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通過。 

第六案：前社長鄭德文(P.P.Just)申請免計出 

席。請討論。 

決  議：因年齡 62 歲、社齡 27 年，已符合 RI 

申請免計出席之規定，通過。 

第七案：申請全球獎助金-幫助新北市家扶中

心添購福山工作站設備以及行動圖書

車。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八案：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印度西孟加

拉邦加爾各答市南方 BMC 小學興建工

程及扶輪眼科醫院手術設備捐贈計

畫」。請討論。 

決  議：由國際服務提撥經費二萬元。 

2018-2019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16,000.】 

郭昭揚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羅國龍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郭祐福 US$1,000. 

李水日 US$1,000. 

王文霖 US$1,000. 

邱明政 US$1,000. 

郭道明 US$10,000. 

【永久基金捐獻 US$1,000.】 

林振哲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610,000.】 

邱明政 NT$200,000. 

(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郭林美惠女士 T$200,000. 

(博士班冠名獎學金) 

游伯湖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張正鳴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周正義 NT$10,000. 

王文霖 NT$10,000. 

謝堂誠 NT$10,000. 

羅國龍 NT$20,000. 

許國騰 NT$10,000. 

王世原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蔡麗娟女士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張茂樹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本週節目 

八月十八日 

第 162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晉福(Dental) 

主  講  者：嘉義市政府都市發展處處長  

             張耀仁先生(台北南港社 P.E.City) 

講      題：123 到台灣，台灣有個阿里山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五日 

第 163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社長(49.08.19) 

 

~恭喜~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榮任台灣銀髮族 

協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 

前社長羅國龍(P.P.Lobo)喜獲麟孫(龍鳳胎)。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8 月 11 日  第 162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Frank、Otoko、Tetsu、 

Will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Mast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8 月 11 日  第 162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18,600 
AL 3,500 Life 1,000
Alan 1,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Mars 1,000
Coach 1,000 Masa 1,000
David 2,000 Polo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3,000
Eric 2,000 Shige 1,000
First 2,000 Sky 6,500
Hero 1,000 Smile 1,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2,100 Taylor 1,000
Jason 1,000 Tiger 2,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King 1,000 Wood 2,000
Land 1,000  
小計：     $47,100 總計：    $265,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07,000
Aer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12,200
 

ROTEX（歸國學生會） 

由曾經參與青少年交換計畫（RYE）之歸

國學生組成，稟持扶輪服務精神，協助地

區 RYE 委員會各項活動順利運行；藉由自

我交換經驗，協助笙笙學子適應交換國文

化。本地區 Rotex 於 2016 年爭取到 2018 

Rotex 世界大會之主辦權，已於 8月 3日

至 6日假劍潭青年活動中心舉辦，屆時預

計將有 350 名來自世界各國的 Rotex 青年

來台共襄盛舉。  

本次為籌辦史上首次在亞洲舉行之 Rotex

世界大會，籌備小組誠摯邀請國際扶輪

3490 地區有興趣之社友一同參與盛會，

以具體行動邁向國際服務。會議將藉由分

組討論，深入各項與 Rotex、青少年交換

事務相關之議題，共同發展 Rotex 之未

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