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08 日  第 1732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再次感謝社友郭俊麟 Mars 免費幫扶輪輪社

社館修繕大門門扣、木門零件。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主講者歐客佬精品咖啡執行長王懋時

先生、歐客佬精品咖啡行天宮門市葉淑芳小

姐、許家睿先生、葉泰伸先生、社長 Polo 夫

人黃芳珠女士、秘書 P.P.Sky 夫人蔡麗娟女

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ENT 夫

人連文惠女士、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

I.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Junior 夫人

江琇珍女士、Bright 夫人 王麗雯女士、

Jey 夫人陳佳珮女士、領唱老師 張 智 瑩 女

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選曲

「情字這條路」、「流浪到淡水」。 

 代理出席陳世君 Jey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

席狀況。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感謝 P.P.Tea 準備甜美多汁的水梨分

享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社長夫人黃芳珠女士宴請全體社友夫

人，謹訂於八月十一日(星期二)中午

十二時假王品板橋縣民大道店舉行，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夫人撥冗出席。 

(4). 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六)第 1734 次例

會，邀請 P.P.Eric 公子張皓翔先生演

講「單車簡談」，敬邀社友夫人登記報

名蒞臨聆聽專題演講。 

(5).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九月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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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星期二)中午 11 時假台北新板

希爾頓酒店宴會舉行，邀請到台北

市市長柯文哲先生，專題演講「生死

之間」。 

*此次由本社與土城社主辦，歡迎有

興趣之社友夫人登記報名聆聽專題

演。 

(6). 報名台北世界年會萬人反毒路跑休

閒 3K 組活動者，敬請繳納報名費

500 元。 

 社友郭俊麟 Mars 介紹主講者： 

姓名：王懋時先生 

出生： 40.7.23 

學歷： 淡江大學英文系畢業 

曾任：懋慶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媒 

體王股份有限公司 

現任：歐客佬食品有限公司執行長 

咖啡品味鑑賞 

 

 

 

 

 

 

 

 

 
 

歐客佬食品有限公司執行長 王懋時先生 

台灣咖啡的過去、現在、未來，台灣這一百年

來政府有三不政策：不鼓勵，不推廣、不拒絕。 

10 年前台灣咖啡市場總值 75 億，去年市場總

值達 800 億。 

台灣咖啡消費的人均量從10年前的0.5公斤，

成長到 2011 年的 1.1 至 1.2 公斤，平均每人

每年喝掉120杯咖啡，接近世界平均的130杯。

台灣人真的很愛喝咖啡！ 

誰是首位「玩咖啡」達人？ 

十九世紀，台灣大稻埕收購茶葉的李春生，是

第一個嗅到「黑金」（咖啡）氣味的商人，他

土法煉鋼的咖啡初體驗，後來更進一步購入烘

豆機，加入自家烘焙的行列，堪稱臺灣咖啡玩

家第一人。 

台灣咖啡歷史 

咖啡在台灣種植生產的歷史，已非單純的政權

轉換可以割裂，大抵橫跨十九至二十世紀之交，

台灣原生咖啡已正式出現在官方採集紀錄中，

只可惜天時地利未能配合，沒有消費市場的農

產品得不到知音，咖啡事業大夢只得前功盡棄。 

直到 2009 年出現轉捩點，原本生產運動護具

的亘上實業董事長李高明先生，70 歲退休交

棒後，在阿里山上開發有機肥，種水果之外，

2006 年起也嘗試種咖啡樹，2009 年第一次參

加 SCCA 大賽就得獎，非常不可思議。 

全世界頂級咖啡莊園都會參加這項大賽，有的

參加 10、20 年都沒得過獎，這位老先生第一

次種居然就拿下年度最佳咖啡第 11 名，無心

插柳柳成蔭，真的是咖啡界傳奇。 

亘上咖啡得獎後，使得台灣咖啡死灰復燃，同

業信心大增，敢出國比賽的台灣豆愈來愈多，

有幾家杯測都在 80 分以上，達到精品咖啡的

標準。可見得台灣氣候水土適合種咖啡，品種

也很好，問題出在沒有好好施肥、照料以及後

製處理，才會有雜味出來。李高明先生就是專

注在這些細節上，才生產出這麼好的咖啡豆。 

喝咖啡學問只要懂 8 個字： 

避重就輕，反璞歸真 

選輕烘培的咖啡，微酸的味道，可以喝到對身

體好的綠原酸。喝手冲的咖啡，能喝到最原始

的純樸香氣。 

 社長吳得利P.Polo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王執行長與行天宮門

市人員的詳細說明，除了現場手沖藝伎咖

啡與我們分享外並致贈與會社友濾掛咖啡

禮盒。此外也讚賞歐客佬公司在疫情期間

致贈第一線醫療人員共十萬包濾掛咖啡為

他們加油打氣的善行。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八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8 月 8日(星期六)14:1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得利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李榮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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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9/05 第 1736 次例會，「世界流行趨勢讓生活更美好幸福」莊大衛概念創意集團董事 

長 莊金盤先生。 

        09/12 第 1737 次例會，「男性泌尿疾病介紹」亞東紀念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曾一修 

先生 

        09/19 第 1738 次例會，提前至九月十五日(星期二)舉行九扶輪社聯合例會假台北新 

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舉行。。 

        09/26 第 1739 次例會，延至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假格萊天漾大飯店舉行「慶祝中 

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頒發金榜題名」。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歲末寒冬義賣園遊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29 日(星期日)假上午 

10 時假板橋第一運動場前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區服務-圓夢計劃捐贈孩童聖誕禮物，經費五萬元。請討論。 

說  明：「捐贈新北市家扶中心弱勢孩童聖誕禮物」，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12 日(星期 

六)上午 10 時假新北市家扶中心鶯歌服務處舉行。 

「捐贈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學生聖誕禮物」，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22 日 

(星期二)下午 2時 10 分假桃園市立桃園特殊教育學校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鼓勵社友認捐。 

第五案：本社授證三十四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中華民國 110 年 5 月 30 日(星期日) 

假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場地改到 1 樓吉祥廳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六案：社區服務-夜光路跑。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七案：社區服務-年菜義賣。請討論。 

決  議：通過，社友自由認捐。 

第八案：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 泰國洗腎計畫，一個單位二萬元。請討論。 

決  議：由國際服務提撥經費二萬元。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三十一屆地區年會提案書，本社是否提案。請討論。 

決  議：無提案。 



本週節目 

八月十五日 

第 173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瑞士銀行台北分行副總裁  

黃怡仁先生(Dennis 五工社) 

講      題：從姓名論流年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二日 

第 173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張皓翔先生(P.P.Eric 公子)  

講      題：單車簡談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08 日 第 173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Frank、Jimmy、Kay、Kenny、

Master、Otoko、Stone、Taylor、

Tetsu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前社長(49.08.19)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69.08.15) 

林聖家社友夫人(80.08.15)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8 月 08 日 第 173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86,100

Al 1,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Mars 1,000

Dental 1,000 Polo 6,500

ENT 1,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ky 1,000

James 1,000 Smile 3,000

Jason 1,000 Stock 2,000

Jey 1,000 Sun-Rise 1,000

Junior 1,000 Tea 2,000

King 2,000 Trading 2,000

Land 1,000 Will 1,000

Leo 1,000 Wood 2,000

Life 1,000   

小計：   $37,500 總計：     $323,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73,100

Junior 5,200 Taylor 5,200

Jimmy 5,200 Trading 5,200

King 5,200 Will 5,200

Sun-Rise 5,200  

小計：     $36,400 總計：    $209,500

 

本社訊 

前社長 邱明政(P.P.Masa)繼母 邱陳鳳嬌老

太夫人告別式，謹訂於中華民國 109 年 8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九時三十分假板橋殯儀館

景福廳舉行公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