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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鄭錦玉 前社⻑(39.10.20)P.P.Diamond 
陳主義 社友(42.10.20)Truck 
廖金順 前社⻑(21.10.21)P.P.Lion 
林德明 社友(23.10.21)Timmy 
羅浚晅 社友(61.10.23)Brain 
鄭光欽 社友夫人(10.23)Boss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陳主義 社友(75.10.19)Truck 
黃秋薇 女士(結婚三十⼀週年紀念日)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2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6年 10月 25日(星期三) 

11：30 報到、聯誼 

11：45 餐敘 

12：45 鳴鐘宣佈聯合例會開始 

地點：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號) 

主講人：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康寧祥 董事長 

講題：再造福爾摩沙(Remaking Formosa) 

-面對臺灣變局的策略思考- 

�原訂 10 月 26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42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歡 迎 永 和 扶 輪 社 組 團 蒞 社 訪 問 

臨時社成立：1977年 2月 10日 

R.I.立案證書：1977年 3月 19日 

授證日期：1977年 4月 3日 

輔導社：板橋扶輪社 

總監特別代表：邱榮隆前社長 PP Dragon 

創社社長：林友信 CPLand 

創社社員：35名 

扶輪社員現況：社員(男)48名 

(106年 7月 31日止) 

社友平均年齡：55.37歲 

現任社長：莊恩智 Peter 

(電機技師德記機電技術有限公司) 

現任秘書：邱火金 King 

(不動產投資三和不動產有限公司) 

姊妹社：日本川崎百合社、日本大宮南社 

例會時間：每周二中午 12:20-14:00 

例會地點：中和區橋和路 116號 7樓之 2 

辦事處地址：中和區橋和路 116號 7樓之 2 

電話：02-2243-5076 

傳真：02-2243-4980 

電子信箱：yungho.rotary@msa.hinet.net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 Gas社⻑10/12 例會提供花生請與會社
友享用。 

~~~~賀賀賀賀~~~~    

賴正時前總監 P.D.G.Victor 榮任國際扶輪台灣
總會歌唱大賽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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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識葡萄酒認識葡萄酒認識葡萄酒認識葡萄酒    

 
威廉彼特葡萄酒 周芸如 推廣大使 

關於葡萄酒關於葡萄酒關於葡萄酒關於葡萄酒，，，，我們說的其實是我們說的其實是我們說的其實是我們說的其實是 

•「常常聽到別人討論什麼梅洛又什麼卡本內的，

那到底是什麼?」 

•「這隻酒可以陳年多久? 」 

•「葡萄酒越老年份的越好對吧? 」 

•「今天要去朋友家吃飯，該帶什麼葡萄酒比較好

呢?」 

•「這支紅酒的橡木桶味過重又太澀了!」 

•「明明同年份同款酒，為何今天喝起來，跟我上

次喝的感覺不一樣?」 

認識常見的葡萄品種認識常見的葡萄品種認識常見的葡萄品種認識常見的葡萄品種 

黑葡萄— 

� Cabernet Sauvignon（卡本內•蘇維濃） 

特色：皮厚色深、單寧澀味重、強勁濃厚 

� Pinot Noir（黑皮諾） 

特色：嬌貴細緻、皮薄色淺少單寧、口感清新

高雅 

� Merlot（梅洛） 

特色：圓潤可口、單寧酸度低、柔順隨和 

� Syrah/ Shiraz（喜若/希哈） 

特色：緊密厚實、酒色深單寧高、酒香濃郁多

變化 

� Sangiovese (山吉歐維列) 

特色：酸度強、單寧高、鮮紅亮麗、風格多變 

� Grenache (格那希) 

特色：糖份高、酒精含量高、顏色單寧低、香

甜美味 

白葡萄— 

� Chardonnay（夏多內） 

特色：可塑性高深、單寧澀味重、強勁濃厚 

� Sauvignon Blanc（白蘇維農） 

特色：嬌貴細緻、皮薄色淺少單寧、口感清新

高雅 

� Riesling（麗絲玲） 

特色：圓潤可口、單寧酸度低、柔順隨和 

� Muscat（蜜絲嘉） 

特色：緊密厚實、酒色深單寧高、酒香濃郁多

變化 

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 

�視覺的觀察：顏色、澄淨度、濃稠度、氣泡 

�嗅覺的觀察： 

1.新鮮水果香：黑色漿果、紅色漿果、黃色水果

類、熱帶水果類 

2.水果乾與堅果：香味比新鮮水果更厚重濃膩的

香味，大多在較濃的干型酒、加烈酒、甜酒中

聞到。 

3.花香：年輕的葡萄酒比較易出現，久存之後常

會逐漸變淡消失。 

4.香料：甘草、香草、胡椒 

5.植物性香味：青草、草藥、青椒、菇類 

6.動物性香味：皮革、毛皮、肉乾 

7.烘焙燻烤香：可可、烤麵包、煙燻 

8.其他類：礦物、火藥、碘、酵母、蜂蜜、蜂蠟、

軟木塞 

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品嘗葡萄酒的步驟 

�味覺的觀察：構成味覺的元素 

甜味：甜度太高沒有適度的酸度平衡時，顯得肥

膩。甜潤不足時，酒顯得乾瘦貧瘠。 



 

 

106.10.12板橋西區扶輪社蒞臨板橋西區扶輪社蒞臨板橋西區扶輪社蒞臨板橋西區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 

酸味：酸度可使酒嘗起來清新有活力，不足時會

讓酒顯得平淡無奇。在白酒中，酸味還扮

演著支撐果味與甜味的角色，而且具有保

存葡萄酒的功能。 

單寧：單寧是構成紅酒口感結構的主要元素，他

會和口水中的蛋白質聚合，減低口水的潤

滑效果，產生收斂性，造成澀味的感覺。

是決定一瓶紅酒品質的關鍵。 

酒體：通常指葡萄酒中的酒精。酒精越高，酒體

越飽滿，此外酒中的糖份與甘油越多，也

會提高酒體的份量。 

葡萄酒的特質葡萄酒的特質葡萄酒的特質葡萄酒的特質 

葡萄酒在瓶中還是有生命的，不斷的因陳年而產 

生生命週期的變化。 

葡萄酒的儲存環境葡萄酒的儲存環境葡萄酒的儲存環境葡萄酒的儲存環境 

•安靜黑暗的環境，避免振動和光線直接照射的

環境 

•70%左右的濕度對酒的儲存最佳 

•保持恆溫，避免溫差變動理想溫度，10~13℃ 

•務必平放 

絕佳的餐酒搭配絕佳的餐酒搭配絕佳的餐酒搭配絕佳的餐酒搭配 

•『白酒配白肉(海鮮)，紅酒配紅肉』偶爾會有例

外！ 

•乳酪未必只能搭配紅酒 

•名貴的酒反而比較不易搭餐 

•甜酒配甜點 

•原產地搭配(地菜配地酒) 

•簡單的料理配複雜的酒;複雜的料理配簡單的酒 

 

 

 

 

 

 

 

 

 

•酒體重的酒搭重口味料理;酒體輕的酒搭清淡料

理 

•酒精加強食物的辛辣感 

•酸度平衡甜度與油膩 

•單寧與高脂/燒烤食物的作用 

品飲醇美佳釀的關品飲醇美佳釀的關品飲醇美佳釀的關品飲醇美佳釀的關鍵鍵鍵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葡萄酒來說也正是

這樣。了解每個葡萄品種都帶著本 

身品種的 DNA 特性，正確傳達葡萄品種本身的特

色的功能性酒杯，就讓我們神奇的杯型來變魔術。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1 次例會 

                         106 年 10 月 19 日 

●主講人：祥和牙醫診所 吳培聖 院長 

●講題：中老年人最常見的口腔疾病： 

牙周病與治療 

●節目介紹人：楊明炎 前社長 

●永和扶輪社來訪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2 次例會 

                         106 年 10 月 26 日 

●原訂十月二十六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四

二次例會，為舉辦台北西區扶輪社暨輔導子

社 12社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二十

五日(星期三)上午十一時三十分於國賓飯店 

二樓 國際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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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8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Apple,Banker,Brain,Charles,Frank,Golf,Infinity 

Jet,Land,Max,Money,Printer,Schooling,Tile,Tech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周芸如 推廣大使 威廉彼特葡萄酒  本 社 

CPA社長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D.G.Ortho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A.G.Elevator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P.Ark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P.Ping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P.Color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E.Eric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Golden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Alumi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Yehson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張慶林 主持律師 慶揚法律事務所  本 社 

方鷹欽 行銷副理 威廉彼特葡萄酒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36,250 

BOSS 第一期 4,250 

ALEX 第二期 6,250 

TECH 第一期 4,250 

TECH 第二期 4,250 

VICTOR 第二期 4,250 

合計  23,250 

累計  359,500 

一般捐款 

Gas 1.買時間  3,000 

2.歡喜板橋西區社來訪  

3.歡喜喝好喝的紅酒 

Lion 
歡喜廖榮清先生為板橋西區
社創社社長 

1,000 

Park 
歡喜大家見面喝紅酒，夫人生
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 

2,000 

Ortho 歡喜喝好喝的紅酒 1,000 

Green 
昨晚 Lamigo 棒球隊獲得上、
下球季冠軍，邁向總冠軍 

1,000 

Care 

1.Lamigo昨天贏球，讓兄弟象
有機對爭取總冠軍 

2.Wine 主辦紅酒品酒會成功 

2,000 

Stone 

1.社長就職 100天  

2.歡喜主講人精彩演講，社友
Wine 提供美酒品嚐  

3.歡喜板橋西區社來訪 

2,000 

Boss Wine 紅酒品酒圓滿成功!! 1,000 

James Kao 
社長就職百日，女兒高婕怡考
取格致高中 

1,000 

Pipe 兒子金榜題名 2,000 

Mark 
媽媽 PP Water夫人 and太太
同一天生日 

2,000 

板橋西區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21,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Water 總歡喜 3,000 

Family 

副社長 Michael 一再指示，說他
淨桿冠軍有捐，所以一定要比
照辦理(淨桿冠軍獎金只有一仟
元) 

2,000 

Duke 

忠孝東路門市 10/10 開幕 Gas

社長及夫人、Park祕書及夫人、
多位 PP、社友及夫人的蒞臨，
帶來滿滿的祝福，Duke 在此謝
謝各位!! 

2,000 

Wine 歡喜各位社友用心聆聽品酒會 2,000 

Franklin 10/16 生日快樂 1,000 

Jet 10/1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