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0 月 23 日  第 1795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為了鼓勵社友寶眷報名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

高爾夫球賽，我將贊助每位報名費 500 元，請

大家多多響應參與分區活動。 

 聯誼主委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臺灣福昌集團總經理楊杰先生(宜

蘭扶輪社 P.P.Jack)、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

夢萍女士、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陳雪鳳女士、

新北市家扶中心督導黃詩文小姐、領唱老師張

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I.P.P.Polo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你好嗎?」、「扶輪

社友我們歡迎您」，歡唱自選曲「港都夜雨」、

「榕樹下」。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致詞： 

今年受疫情影響每個社福團體都經營的很辛

苦，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一直是新北市家扶中

心最強而有力的後盾，並且認養我們的 12 位

孩童已長達 18 年之久，我們會認真把前線工

作做好，讓這些家庭的孩童可以穩定成長。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委陳雪鳳女士致詞： 

再次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認養 12 位孩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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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已經 18 年了，也向各位報告經由板

橋東區扶輪社推薦，領取過二次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碩士班冠名獎學金的學生

黃思瑩小姐，昨天通知我她已順利考取

到心理諮商師的證照。黃同學小學六年

級時失去父親，她接受家扶中心 11 年的

扶助直到大學畢業止，她唸碩士班時又

受到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的二次

幫助。這些孩子受到大家的協助，讓他

們的人生翻轉並且也能開始回饋社會真

的令人非常感動。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與孩童認養人黃伯

堯 P.P.Jack、郭昭揚 P.P.James、吳晉

福 P.E.Dental、張正鳴 P.P.Jason、黃

健豪 Taylor、劉炳宏 P.P.Hero、許家榮

S.Will 一同頒發本年度認養金 144,0000

元予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

主委陳雪鳳女士。 

 代理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社

友出席狀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10 月 30 日下週六例會為職業服務-

表揚優良員工活動，敬請受表揚員

工務必撥冗出席例會。 

(2).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活動，謹訂於 11 月 7 日(星期日)舉

行，本次社內為主辦社之一，為安

排早餐、午餐事宜，敬請全體社友

寶眷踴躍登記出席人數。 

(3). 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盃高爾夫

球賽，謹訂 11 月 11 日(星期四)上

午 10 時假桃園高爾夫球場舉行。 

 代理糾察劉炳宏 P.P.Hero 主持歡喜紅箱

時間。 

 前社長江基清 P.P.Al 介紹主講者簡介： 

姓名：楊杰先生 

學歷：國立臺灣大學化工系 

現任：臺灣福昌集團總經理 

      中華民國養豬協會理事長 

台灣豬之育種 

 

 

 

 

 

 

 

 

 

臺灣福昌集團總經理 楊杰先生 

只要配套措施落實，養豬產業不怕萊豬叩關 

政府去年 8月底宣布開放含萊克多巴胺的豬

肉進口，我最擔心消費者會在很難分辨進口

豬及國產豬，又不想吃到萊劑肉品的情況

下，被迫改吃其他肉類，減少豬肉消費，對

國產豬肉造成衝擊。國人一年豬肉消費量原

本是 36、37 公斤左右，雞肉 32 至 34 公斤，

但過去這 12 個月以來，雞肉的消費量已超過

豬肉。一旦消費者對豬肉產地來源的辨識感

到困惑，會乾脆改吃其他肉類，豬肉需求量

一旦下降，豬價也會跟跌，這對豬農很不公

平。雖然開放含萊劑的豬肉進口，但國內畜

牧業一律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這是國產豬

肉的優勢，因此消費者只要選擇國產禽畜肉

品，就沒有萊克多巴胺殘留的疑慮，因此，

清楚產地標示是開放萊豬進口的重要配套措

施。只要農委會能與豬農們站在一起，敦促

衛福部落實執行產地標示規定，「只要配套做

得好，我對臺灣養豬產業有信心」。 

基本概況與養豬生產總值 



 

我爸爸做飼料業 50 年了，在 50 年前為了要

猪知道飼料對雞鴨 …家禽的影響，所以我們

有實驗農場，後來知道除了飼料對家禽有影

響外，品種也是因素之一，因此公司除了販

賣飼料也做種豬育種和食品，等於產業的上

中下游都有含括。 

台灣 2020 年農業產值 515,034 百萬臺幣，其

中養豬產值就佔了 71,487 百萬臺幣，所以養

豬產業是台灣農業產值中最高的，其次為

雞、蛋、稻米。 

台灣全年度吃的豬肉量約為 90 萬頓，其中進

口豬肉約為 10 萬頓。 

目前國產豬肉的市場占比約 90%，進口豬肉的

市場占比約 10%。目前國內有 6,759 戶養豬

戶，飼養 551 萬 4 千頭豬，每年可以提供市

場 82 萬公噸國產豬肉，產值高達 709 億 4 千

萬元，自給率達到 90%。進口豬肉大約是 8 萬

公噸，主要來自加拿大(市場占比約 4.1%)、

西班牙(1.5%)、美國(1.2%)、丹麥(0.9%)等

國家。 

台灣豬這 6年來的水準，平均成本在 5千塊

左右，售價約在 7千塊上下，毛利率有 25%以

上。 

台灣主要豬隻品種與雜交模式 

台灣主要豬隻品種：藍瑞斯、約克夏、杜洛

克。三品種雜交肉豬之生長模式，已為我國

及世界主要肉豬生產模式。 

結合傳統育種與分子生物培育優秀種豬 

自農委會畜產試驗所台東分所技術轉移，進

行公豬冷凍精液製作與保存之技術，福昌集
團為全台唯一自製冷凍精液並具種原庫之種

豬場。 

目的：藉由製作冷凍精液之方式，將優良

及特殊種畜之精子長期儲存于種原

庫中，依計畫進行解凍與選配，以

達種原保存、遺傳改良與良種交流

之目的， 

成效：當前已製作保存 25 個不同系統，

200 頭種公豬超過 10000 劑量之冷凍

精液。 

為什麼要做人工授精？ 

避免疾病傳播、加速畜群改良、降低生產

成本、提高生產效率。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予楊總經理，感謝其精彩演

說並回捐車馬費予本社。 

 代理糾察劉炳宏 P.P.Hero 報告本週社友

紅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類家庭新店社會住宅隱形鐵窗驗收 

時間：10 月 21 日(星期四)10：00                      

地點：新北市新店區中山路 

類家庭屬於社區照顧型態，特點之一是利用

社會住宅作為照顧場所，讓家長疏忽照顧、

不當對待被迫離開原生家庭的孩子，有安全

溫馨的環境。 

此次由地區扶輪公益網以板橋東區扶輪社

名義向地區申請獎助金 15 萬元，加上扶輪

公益網委員自籌，合計 50 萬元預算，幫助

新店社會住宅 11 戶類家庭與永和 4 戶類家

庭安裝隱形鐵窗加強防治孩童的居住安全。 

        社長 Benson 與秘書 Will、扶輪公益網主委 P.P.Al 代表前往類家庭驗收施作現況 



社區服務-瑞芳高工「綠美化永續園區」建置計畫 

時間：10 月 13 日(星期三)14:30                      

地點：新北市瑞芳高工八田樓後面山坡地 

瑞芳是個非山非市的舊城市，由於地處偏鄉，青年人口大量流失外出工作，老舊社區年長者

比比皆是，瑞方高工是瑞芳社區教育、藝文的重要中心。此次活動希望透過綠化造景、造

園、植栽、植樹與庭園佈置，讓瑞芳高工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能更緊密扣連，也透過此活動

將永續環境教育意義推廣給民眾知曉。 

 

 

 

 

 

 

 

 

 

總監 Wood 伉儷、社長 Benson 與社區主委 P.P.Otoko 代表本社頒發經費二萬元予瑞芳高工 

 

社區服務-認養十二位新北市家扶中心孩童捐贈儀式 

時間：10 月 23 日(星期六)13:00                               

地點：社館 

本社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弱勢家庭孩童，至今已邁入第十八個年頭，而板東愛心基金會款 

項也已於第二十九屆使用完畢，從第三十屆開始改由社友自由認養。今年度在社長Benson 

號召下，立即獲得社友Davie、P.E.Dental、P.P.Hero、P.P.Jack、P.P.James、P.P.Jason 

、P.P.Land、P.P.Sky、P.P.Smile、Taylor、S.Will共同響應認養，讓弱勢家庭孩童的年 

度生活補助金不中斷。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與孩童認養人一同頒發    新北市家扶中心主任林夢萍女士與主委   

年度認養金144,000元予新北市家扶中心        陳雪鳳女士代表回贈本社感謝旗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名單 

表彰優良員工在其工作崗位上，敬業樂群態度，為雇主與員工創造雙贏局面 

姓名 公司 職稱 年資 優良事蹟 推薦人 

1. 翁藍翎小姐 D3490 地區扶輪公益網 執行秘

書 

4 年 學以致用，充滿

愛心，工作認

真、倍受肯定 

江基清 

P.P.Al 

2. 黃冠霖先生 新北市小英之友會 辦公室

主任 

2 年 應對進退合宜得

體，青年世代值

得期待 

江基清 

P.P.Al 

3. 劉彦廷先生 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

司 

工務班

長 

7 年 認真負責 郭俊麟 

Mars 

4. 鍾志明先生 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

司 

工務班

長 

12 年 認真負責 郭俊麟 

Mars 

5. 傅翔鴻先生 皇昇室內裝潢有限公

司 

工務班

長 

5 年 認真負責 郭俊麟 

Mars 

6. 李芝穎小姐 小林髮廊 設計師 25 年 認真負責 林振哲

P.P.Sky 

7. 何秋樺小姐 小林髮廊 設計師 15 年 認真負責 林振哲

P.P.Sky 

8. 蔡怡婷小姐 羅致政國會辦公室 助理 4 年 負責法案研究草

擬工作，盡責盡

力，表現良好 

羅致政 

P.P.Master 

9. 林素珠小姐 羅致政立法委員服務

處 

助理 3 年 負責地方組織工

作與選民服務，

成效卓著為人謙

和態度認真，表

現優異 

羅致政 

P.P.Master 

10. 洪才輝先生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經理 10 年 認真負責 黃健豪 

Taylor 

11. 林宜君小姐 廣信益群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 

查帳員 3 年 認真負責 黃健豪 

Taylor 

12. 許文玲小姐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

有限公司 

設計師 20 年 認真負責 許家榮

S.Will 

13. 陳欣暉先生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

有限公司 

封邊組

高級技

術人員 

1 年 認真負責 許家榮

S.Will 

14. 馬鳳君小姐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

有限公司 

出貨組

組長 

4 年 認真負責 許家榮

S.Will 

 

 

 

 



 本週節目 

十月三十日 

第 1796 次例會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下週節目 

十一月六日 

第 1797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日期：11 月 7 日(星期日) 

地點：中和烘爐地-立體停車場戶外廣場 

時間：08:00 報到、領取早餐、毛巾、水 

08:30 開始登山 

09:30 致詞、帶動唱、摸彩 

11:30 結束 

12:00 板橋吉哆火鍋百匯用餐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81 號) 

備註：請穿著總監 Wood 致贈 Polo 運動服、 

社長 Benson 致贈之外套出席活動。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62.11.12)48 年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81,200 

Dental 13,950 Jey 7,700 

Fuku 7,700 Justice 7,700 

Jason 7,700 Wood 7,700 

小計：     $52,450 總計：      $533,650 

悼 

前社長劉炳宏(P.P.Hero)尊翁 劉順善 

老先生慟於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5 日

(星期一)上午 10 時壽終正寢，享年 92 

歲，惡耗傳來, 本社全體社友同感悲憫 

 

靈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5 號 2 樓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3 日 第 179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

Bright、Cathay、Davie、Decor、

Jimmy、Kay、Kenny、Leo、Oki、

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10 月 23 日 第 179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84,800 

Al 1,000 Jey 1,000 

Benson 3,000 Junior 1,000 

Coach 1,000 Polo 2,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George 1,000 Stock 2,000 

Hero 2,000 Stone 1,000 

Jack 1,000 Taylor 1,000 

James 2,000 Will 1,000 

Jason 1,000 楊杰 3,000 

小計：    $26,000 總計：      $510,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