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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高建順 社友(51.12.15)Green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張慶林 社友(71.12.10)Post ♥ 
高鳳珍 女士(結婚三十五週年紀念日) 
林當隆 前社⻑(61.12.15)P.P.Book ♥ 
林洪素女 女士(結婚四十五週年紀念日) 
辜久雄 前社⻑(50.12.16)P.P.E.Fu.Ku ♥ 
辜唐金蓮 女士(結婚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 
-電影欣賞「奇蹟男孩」- 

時間：106年 12月 17日(星期日) 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45 

地點：板橋秀泰影城-3樓樓樓樓 2廳廳廳廳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第 2650 次例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時間：106年 12月 17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號 2樓) 

爐主：林新乾 曹永央 羅國志 葛家勛 陳瑤國  

張泰西 陳國義 劉祥呈 葉文德 林明正  

鄭光欽 劉引巨 陳永洋 林志郎 饒吳冠  

陳主義 吳榮欽 羅浚晅 陳山志 程萬全  

高智堅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鄭光欽社友於 12 月 7 日例會提供龍眼
乾、松露巧克力、糖果⼀同品嚐美酒。 

十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 

選舉第五十二屆理事 

◎按照本社章程細則規定，每年十二月召開

常年大會選舉下一年度理事，本社訂於十

二月二十八日(星期四)第二六五一次例會

召開常年大會，會中選舉 2018~2019 年度

(第 52 屆)理事，敬請各位社友務必準時出

席為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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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一麥芽威士忌單一麥芽威士忌單一麥芽威士忌單一麥芽威士忌----橡木橡木橡木橡木

桶的秘密桶的秘密桶的秘密桶的秘密    

 
昭業酒販 鄭光欽 營運長 

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威士忌的種類 

單一麥芽威士忌（A類）  

•只使用大麥芽為原料並在同一家酒廠製造生產  

單一穀類威士忌（B類）  

•只使用裸麥，玉米或其他穀物為主  

調和威士忌  

•Ａ+Ｂ+焦糖  

純麥威士忌  

•Ａ+Ａ  

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製造威士忌的設備  

第一階段  

•醣化槽  

•蒸餾器  

第二階段  

•橡木桶  

•時間  

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製造單一麥芽威士忌的原料  

•酵母菌  

•大麥芽  

•水  

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投資單一麥芽威士忌的關鍵  

•品牌知名度  

•話題性  

•稀有性  

•外部需求  

何謂單一年份單桶強度原酒何謂單一年份單桶強度原酒何謂單一年份單桶強度原酒何謂單一年份單桶強度原酒 

意指：某一個年份製作蒸餾並放入橡木桶陳

年，並在後來的某一個年份裝瓶，裝瓶時不使用

冷凝過濾(低溫過濾)，也不加水稀釋，也不能加

焦糖調色，只能原汁原味的呈現(故一定會有節晶

体，橡木桶雜質或油絲)。 

橡木桶種橡木桶種橡木桶種橡木桶種類類類類 

•波本桶 

•波特桶 

•雪梨桶 

•紅酒桶 

•啤酒桶 

•泥煤桶 

•重組桶 

•豬頭桶 

•蘭姆酒桶 

假酒的主要成份假酒的主要成份假酒的主要成份假酒的主要成份 

三精 

•酒精 

•香精 

•糖精 

一水 

•水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早上 6：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當天備有早餐。 

~~~~敬敬敬敬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請參加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社友及夫人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準時出席~~~~ 

1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年 12月 19日(星期二)  

上午 10：50 報到 11：20開球 

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新竹空軍基地職業參訪暨勞軍活動 

時間：106年 12月 12日(星期二) 

   

Gas社長代表致贈勞軍慰問金    涂副聯隊長回贈禮品予 Gas社長 涂副聯隊長回贈禮品予 Park 祕書 

及小社旗予涂副聯隊長 

   

 

新竹空軍基地職業參訪暨勞軍活動圓滿成功!!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3 名 
出席人數：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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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heng,Alan,Art,Bank,Brain,Charles,Duke,Family 
Genial,Infinity,James Kao,Money,Ortho,Printer 
Schooling,Tea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鄭光欽 營運長 昭業酒販  本 社 

呂  品 醫師 品安診所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94,000 

JIMMY 第二期 4,250 

WEALTH 第二期 4,250 

合計  8,500 

累計  602,500 

一般捐款 

Gas 

1.感謝 Boss舉辦品酒會 2.感謝
和平社 Zona社長、CP Maggie 帶
領社友參加聯合例會 100%出席  
3.感謝 Book PP主辦、Archi PP
主講新社友座談會 

3,000 

Book 
1.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2.主講
人 Boss精彩演講 3.舉辦新社友
座談會 

2,000 

Building 生日快樂 1,000 

Jiy-Lih 
1.歡迎 Boss主講內容精彩  
2.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1,000 

Miller 總歡喜 1,000 

E.Fu.Ku 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1,000 

Water Boss品酒會成功 1,000 

Michael 生日快樂 1,000 

Green 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1,000 

Nick 交新車 BMW X5 1,000 

Care 
1.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2.感謝
Book PP主辦新社友座談會，歹

3,000 

勢，Care 小朋友棒球賽沒法出席 
3.Boss 今天的好酒 

Boss 總歡喜 1,000 

合計  17,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Wine 
1.Boss品酒會圓滿成功  
2.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2,000 

Alex 歡迎和平社聯合例會 1,000 

Stone 
1.板橋社 和平社聯合例會圓滿
功成 2.主講人 Boss精彩演講品
嚐美酒 

2,000 

Lawyer 
1.感謝 Book PP 主辦新社友座談 
會，可惜不能參加  

2.結婚週年快樂 
2,000 

Terry 
1.歡迎主講人 Boss  
2.歡迎同學 Luke、Zona 

2,000 

Wireless 12/10生日快樂 1,000 

Joe 12/8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anon 12/1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rust 12/12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3,000 

 

 

 

 

 

 

 

 

 

 

 

 

 

今日召開常年大會 
選舉下屆理事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9 次例會 

                        106年 12月 14日 

●主講人：立法委員 羅致政 委員 

●講題：智慧城市-新北市的想像 

●節目介紹人：張瑞仁 前社長 

●召開 12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50 次例會 

                        106年 12月 21日 

●原訂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

五○次例會，為舉辦第二次爐邊會議暨扶輪

家庭日、休閒活動-電影欣賞，變更例會時間

於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於板橋吉立餐廳舉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