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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徐文進 社友(67.09.28)Tea 
徐簡素月 女士(結婚三十九週年紀念日) 

 

總監來函照登總監來函照登總監來函照登總監來函照登    

主旨：檢送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

(RFE)計畫-韓國 3750地區，敬請各社社友踴

躍報名參加，請查照。 

說明： 

一、國際扶輪 3490地區與韓國 3750地區進行扶輪

友誼交換，藉由兩地區的社友及寶(尊)眷互相

拜訪，體驗兩國文化並促進國際友好與和平。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共 12名–限扶輪社友或寶(尊)眷 

2.接待日期：2018 年 1 月 19 日，確切時間會

再通知。(由此次參加交換者負責接待餐宿跟著

一起走行程) 

3.參訪日期：2017年 12月 23日至 12月 27日，

共計 5天 4夜 

4.費用：全數由此次參加交換團員一起負擔。  

5.報名時請檢附： 

�申請表網址： https://goo.gl/QFvBVi  

�預繳部份旅費壹人新台幣貳萬元整，報名

之後如無故退出恕不退費。 

�最近 3個月內彩色半身相片(電子檔)。  

三、受理截止日：2017 年 10 月 15 日前經由各社

辦理報名。 

四、報名採預繳旅費優先順序辦理，額滿為止。 

 

 
時間：106年 9月 21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    紀錄：張泰西 代理秘書 

出席：陳福源、阮良雄、楊東卿、蕭錦聰、 

薛銘鴻、劉紹榮、邱馳翔、高建順、 

邱建明、曾文淵、張泰西 

列席：廖金順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八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十月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三九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

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變更例會時

間於十月一日(星期日)下午 5：30 假板橋

凱撒大飯店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

四五次例會，為舉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

輪社聯合登山，變更例會時間於十一月十

二日(星期日)上午 8：00 假中和烘爐地南

山福德宮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臨時動議 

第一案：有關本社社館搬遷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決  議：理事會通過搬遷案，授權搬遷委員會主委

PP Lawyer處理相關事宜及條件。    

九九九九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咖啡品味鑑賞咖啡品味鑑賞咖啡品味鑑賞咖啡品味鑑賞    

 
歐客佬咖啡廣場 王懋時 執行長 

咖啡是人類社會流行範圍最為廣泛的飲料之

一，也是重要的經濟作物，是全球期貨貿易額度

第二高的物品，最高是石油。 

咖啡的起源無從稽考，傳說之一是 1000多年

前原產地衣索比亞西南部高原地區的牧羊人發現

羊隻吃了一種植物後變得非常興奮活潑，進而發

現了咖啡。11世紀左右人們才開始用水煮咖啡做

為飲料，13世紀衣索比亞軍隊入侵葉門將咖啡帶

到了阿拉伯世界。15世紀前，咖啡長期被阿拉伯

世界所壟斷，16、17世紀透過威尼斯商人和海上

霸權荷蘭人的買賣輾轉將咖啡傳入歐洲，口感馥

郁香氣迷人的黑色飲料受到貴族仕紳的愛好，咖

啡的身價有「黑色金子」的稱號。 

咖啡也是目前被人類使用最久，又誤解最多

的東西，根據最新的研究顯示，咖啡因對人體有

很多的保健功效。目前已知其特殊成份對人體的

生理反應有：促進消化、抗憂鬱、利尿、改善便

秘、止痛、抗氧化、提神醒腦、控制體重等。 

近代對於咖啡浪潮的改變普遍上分成三波革

命：第一波即溶咖啡、第二波花式咖啡，以及於

1990 年代美國咖啡界興起的第三波特種咖啡革

命。第三波咖啡革命開始講究咖啡的品種、產地

的風土、海拔高低、緯度、產製的手法、烘焙的

程度等，並建立了一套品評標準，讓咖啡的世界

充滿了魔力，這波革命席捲世界各地。  

世界上最重要的精品咖啡競賽就是 Cup of 

Excellence，簡稱「C.O.E」，代表著「完美的一杯

咖啡」的意思，創於 1999年的巴西，是目前全世

界最知名、最具權威的精品咖啡競賽，也是評判

頂極咖啡比賽中最具公信力的。「C.O.E」得獎的

咖啡都有屬於它自己獨一無二的風味指紋（或稱

味覺指紋(Flavor Signature)，可以反映出這批咖啡

所生長的土質環境，並且包含所有處理過程中所

使用的某些特定方法，而造就出風味上出現某些

獨特的特色。  

目前主要咖啡產國採用 C.O.E 為該國咖啡大

賽的有：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尼加拉瓜、宏都

拉斯、巴西、哥斯大黎加、哥倫比亞、玻利維亞、

墨西哥、盧安達、浦隆地等 11大國。 

市面上咖啡豆的種類主要有阿拉比卡、羅布

斯塔還有賴比瑞亞三個原種。 

咖啡豆只能種植在南迴歸線及北迴線之間的

地區，也就是所謂的「咖啡帶」。全世界生產國有

60 餘國，大半位在南北迴歸線（南北緯 23度 27

分）所包夾的熱帶、副熱帶地區內。  

溫度是影響咖啡美味的重要關鍵，適合煮咖

啡的水溫大約在攝氏 85度到 95度之間，其高低

取決於咖啡豆烘焙的程度，深烘焙的用較低的溫

度，淺烘焙的則用較高的溫度。若不知道用幾度

的熱水，建議從 90度開始，這個溫度幾乎適合大

部份的咖啡豆。  

感謝王懋時執行長及其公司人員的詳細說

明，除了沖煮不同口味的咖啡讓我們品嚐，並致

贈與會每位社友咖啡禮盒。 



 

 

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地區活動 

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地區地區地區 2017-18 年度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活動簡章年度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活動簡章年度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活動簡章年度扶輪好聲音歌唱大賽活動簡章 

 

 

 

一、活動目的：扶輪人總是愛歌唱，提倡扶輪社

團歌藝與休閒活動，特別舉辦扶輪好聲音歌

唱大賽，藉以開啟歌唱世界，喚起扶輪快樂

的泉源，讓扶輪的情誼因歌藝的交流而更加

厚實，使扶輪社因歌唱而多采多姿。 

二、初、複賽比賽日期：新北市 2、4、7分區：

10月 14日(星期六) 

三、初、複賽比賽地點：都匯中心(新北市板橋區

中山路二段 443 巷 77號 14 樓) 

四、初、複賽比賽時間：初賽於早上 9點 30開始

比賽(請於賽前 1 小時完成報到)，複賽時間

當日下午 1點 30分開始比賽。 

五、初、複賽比賽歌曲：以國、台語為限。 

六、報名地點：由分區比賽主委之所屬社為報名

地點。 

七、報名費用：300元／人 

八、決賽日期：106 年 12 月 6 日(星期三)下午 6

點整開始比賽。 

九、決賽地點：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可

容納約 1408人) 

十、音樂諮詢專線：0919-933-407 比賽製作總監

江陽老師。 

十一、報名資格：社友伉儷為限。(但進入第一名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 

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 
時間：106年 10月 1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2 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原訂 10 月 5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39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至第五名歌手，要加入寶眷社友，才有資

格代表 3490 地區，參加全國扶輪歌唱大

賽。) 

十二、獎勵辦法： 

第 1名獎金 3萬元，獎盃乙只。 

第 2名獎金 2萬元，獎盃乙只。 

第 3名獎金 1萬元，獎盃乙只。 

第 4～6名獎金 5 仟元，獎盃乙只。 

第 7～20名，獎盃乙只。(從 7～20名中選出最佳

服裝獎、最佳人緣獎、最佳台風獎、最佳潛力獎、

現場選出最佳歌唱啦啦隊獎) 

※這五項獎，獎金 2 仟元，獎盃乙只。 

第１名～第5名代表3490地區參加國際扶輪台灣

總會 2017-18年度，「扶輪心台灣情歌唱大賽」。 

評分標準： 

(一)音準、節拍、音色、咬字等合計佔總得分之

40% 

(二)演唱技巧、感情詮釋等合計佔總得分之 40% 

(三)服裝造型等合計佔總得分之 10% 

(四)儀態、台風等合計佔總得分之 10% 

Stock 社友及社友及社友及社友及 Jimmy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將將將將代表本社代表本社代表本社代表本社參加參加參加參加

3490地區好聲音歌唱大賽地區好聲音歌唱大賽地區好聲音歌唱大賽地區好聲音歌唱大賽，，，，在此祝福他們在此祝福他們在此祝福他們在此祝福他們

餘音繞餘音繞餘音繞餘音繞梁梁梁梁的美好嗓音的美好嗓音的美好嗓音的美好嗓音，，，，能奪得佳績能奪得佳績能奪得佳績能奪得佳績。。。。 

第⼀次讀書會 
時間：106年 10月 5日(星期四)  

中午 12：30用餐、13：00開始 

地點：六社共同會議室 

讀書會主題：台灣戲曲曲調賞析 

※當天備有午餐 

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當天邀請許亞芬老師蒞臨帶領大家練唱，，，，

敬請社友踴躍參加敬請社友踴躍參加敬請社友踴躍參加敬請社友踴躍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5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Canon,Golf,Infinity,Land,Mark,Printer 

Skin,Tile,Wealth,Win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王懋時 執行長 歐客佬咖啡廣場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91,250 

LIFE 第一期 4,250 

LION 第一期 4,250 

PRINTER 第一期 4,250 

STICKER 第一期 4,250 

TORQUE 第一期 6,250 

合計  23,250 

累計  314,500 

一般捐款 

Gas 總歡喜 2,000 

Lawyer 感謝社友的關心 1,000 

Green Lawyer PP身體健康 1,000 

Care 主講老師帶來美味咖啡 1,000 

Pipe 歡喜擔任節目介紹人 1,000 

合計  6,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Frank 9/2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000 

    
    
    
    
    
    
    

    

    

    

    

    
    
    
    
    
    
    
    
    

社區服務~Life 爵士樂團 
「無限視界擁愛飛翔親子音樂會」 

時間：106年 10月 14日(星期六)  

下午 2：00進場 2：30開始 

地點：新北市政府 3 樓多功能集會堂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號 3 樓)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8 次例會 

                         106年 9月 28日 

●新社友高智堅 James Kao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9 次例會 

                         106年 10月 5日 

●原訂十月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三九次

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板橋青創衛星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

夕，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一日(星期日)下午

5：30假板橋凱撒大飯店舉行。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0 次例會 

                         106年 10月 12日 

●主講人：威廉彼特 方鷹欽 行銷副理  

●講題：認識葡萄酒  

●節目介紹人：羅國志 社友 

●板橋西區扶輪社來訪 

●召開 10月份理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