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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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林當隆 前社⻑(61.12.15)P.P. Book 

林洪素女 女士(結婚四十六週年紀念日) 
♥ 辜久雄 前社⻑(50.12.16)P.P. E.Fu.Ku 

辜唐金蓮 女士(結婚五十七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三屆 
2018-19 年度教育基金開會通知 

受文者： 

板橋扶輪社第二十三屆教育基金委員會全體委員 

洪學樑、劉祥呈、林延湯、賴正時、盧政治、陳文龍 

陳國義、何溪泉、張煥章、劉紹榮、林志郎、商村田 

鄭錦玉、張愿福、黃志光、陳福源、阮良雄、林傳傑 

陳瑤國、張泰西、廖金順、楊東卿、張瑞仁、林當隆 

張  凱、楊明炎、薛銘鴻、江能裕、羅國志、汪俊男 

程萬全 

主 旨：討論第二十三屆獎學金申請、頒獎辦法及

獎學金學生名額。 

說 明： 

一、本次會議主要討論第二十三屆獎學金申請、頒

獎辦法是否要修改及決定獎學金學生名額，會

後即發文通知各大學院校進行受理、推薦。 

二、日    期：訂於 107 年 12 月 13 日（星期四）

例會後。 

三、地    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四、敬請各位委員準時出席，謝謝！ 

 
 
 
 
 
 
 
 
 
 
 
 

12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7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二)  

上午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 鄰 39 號) 

※本次例賽將與新竹科園社兄弟社共同舉辦一年

一度的聯誼活動，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悼 
陳豐書社友先慈陳媽珠碧 周老夫人慟於 107

年 12 月 5 日壽終內寢，享壽 88 歲，噩秏傳

來，全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阮良雄暨全體社友  敬輓 

◎靈堂設於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八十三巷

十四號，敬請社友發冗前往致哀。 

◎告別式訂於 12 月 29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二

十分假新北市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2019 德國漢堡世界年會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019 年年年年 6 月月月月 2 日日日日-6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註冊費用註冊費用註冊費用註冊費用：：：： 

����2018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15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 

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USD 395。。。。 

����2019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31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日前註冊成功，，，， 

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USD 495。。。。 

����2019年年年年4月月月月1日後完成報名日後完成報名日後完成報名日後完成報名，，，， 

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每人註冊費USD 595。。。。 

~敬邀社友踴躍報名參加，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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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健康大健康大健康大健康    

天來創新集團 陳來助 董事長

大時代新挑戰 

新常態新常態新常態新常態：：：：極端氣候極端氣候極端氣候極端氣候 

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I：：：：超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超高齡社會 

 

董事長 

 

 

 

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II：：：：孤單社會孤單社會孤單社會孤單社會

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大時代挑戰III：：：：慢病社會慢病社會慢病社會慢病社會

2013~2014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成人過重及肥胖盛行率43%

48.9%、女性比率為38.3%

現代人的甜蜜殺手現代人的甜蜜殺手現代人的甜蜜殺手現代人的甜蜜殺手 

根據民國100年農委會公布的

表」顯示，國人攝食的米食量逐漸呈現下降趨勢

每人每天攝取2685大卡熱量中

來源的30.3%，「糖及蜂蜜

餘為各類油脂和食物，換算起來

達到24.2公斤的糖消費量

台灣農業的機會  

台灣由於有北回歸線經過

陽光普照的氣候，加上南北狹長橫跨了熱帶到副

熱帶地區，而台地、高山等多變的地型更提供了

溫帶到寒帶的複雜多樣的農業栽培環境

農業生產上佔得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於1980年12月15日完工

成立至今約有396家高科技廠商進駐

括有半導體業、電腦業、

孤單社會孤單社會孤單社會孤單社會 

 

慢病社會慢病社會慢病社會慢病社會 

年國民營養健康狀況變遷調查」，

43%，其中男性比率為

38.3%。 

 

年農委會公布的「國人糧食平衡

國人攝食的米食量逐漸呈現下降趨勢，

大卡熱量中，五榖雜糧占熱量

糖及蜂蜜」占9.1%，將近1成，其

換算起來，平均每人每年

公斤的糖消費量。 

台灣由於有北回歸線經過，形成雨量豐沛且

加上南北狹長橫跨了熱帶到副

高山等多變的地型更提供了

溫帶到寒帶的複雜多樣的農業栽培環境，可謂在

了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  

日完工，地點在新竹市東區，

家高科技廠商進駐，主要產業包

、通訊業、光電業、精密 



 

 

機械產業與生物技術產業。竹科是全球半導體製

造業最密集的地方之一，目前已開發新竹園區約

632公頃與竹南園區約141公頃，約有

區工作。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2.0成功方程式成功方程式成功方程式成功方程式 

•技術升級，科技製造  

•台灣加大陸  

•資本密集+知識密集+低成本資源 

•效率加上快速cost down 

•2011人均GDP＄21,592 

•台灣居民的兩性平均壽命為79.18

76.13歲，女性為82.55歲  

「智慧加值」x「產銷創新」＝

創造創造創造創造100倍價值倍價值倍價值倍價值 

從契作種植，深度加工，產品創新到品牌行

銷提升價值。 

翻轉翻轉翻轉翻轉：：：：年輕人回年輕人回年輕人回年輕人回「「「「嘉嘉嘉嘉」」」」 

民雄鄉又名鳳梨的故鄉，是全台最大的鳳梨

生產區。目前民雄鳳梨產量約占市場

鎮為單位，堪稱全國最大。  

陳映延與附近果農組成三興鳳梨農場產銷班

藉由技術交流、資源集中來提高品質與效率

產銷班的鳳梨榮獲神農獎，也導入農業生產履歷

陳映延打造的鳳梨品牌可說是名聲響亮

翻轉翻轉翻轉翻轉：：：：現代化契作現代化契作現代化契作現代化契作 

合作社契作的農田，依據土壤、品種等不同

劃分出銷往日本、中國等不同區塊，

期在不同耕地栽種的生產時間表，並著手實施生

產履歷制，以確定品質及貨源。  

郭智偉訂定一套生產流程，他將合作社契作

竹科是全球半導體製

目前已開發新竹園區約

約有12萬人在園

  

79.18歲，男性為

」＝新農業  

產品創新到品牌行

 

是全台最大的鳳梨

目前民雄鳳梨產量約占市場21.5%，以鄉

陳映延與附近果農組成三興鳳梨農場產銷班，

資源集中來提高品質與效率，該

也導入農業生產履歷，

可說是名聲響亮。 

品種等不同，

，安排不同時

並著手實施生

 

他將合作社契作

的農田，依據土壤、品種等不同

本、中國等不同區塊，安排不同時期在不同耕地

栽種的生產時間表，並著手實施生產履歷制

確定品質及貨源。契作的農民只要依照訂定的時

間、品種、用藥來生產鳳梨

益，不必擔心風險與銷路

契作契作契作契作＋＋＋＋精準農業精準農業精準農業精準農業 

無人機把農田場景拍下來

放到雲上，在雲後端做大數據的分析

一個分析的結果，用分析的結果重新進行灌溉和

施肥，能幫助實現精準農業

的用量。 

深度加工深度加工深度加工深度加工：：：：創新的開始創新的開始創新的開始創新的開始 

從契作種植，深度加工

銷提升價值。 

農產品加工新科技  

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技術創新技術創新：：：：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

食材冷卻到0℃時，透過磁場及低周波的作用

讓食材通過冰晶生成帶時

的狀態，藉以抑制冰晶形成

水分子內的鍵結電子產生順磁共振現象

以在達到冷凍溫度時不結冰

控制在過冷卻狀態（低於

然後將食材進行急速冷凍

品種等不同，劃分出銷往日

安排不同時期在不同耕地

並著手實施生產履歷制，以

契作的農民只要依照訂定的時

用藥來生產鳳梨，就能保證固定的收

不必擔心風險與銷路。 

無人機把農田場景拍下來，把拍下來的數據

在雲後端做大數據的分析，然後拿出

用分析的結果重新進行灌溉和

能幫助實現精準農業，有效的去使用化肥

 

 

深度加工，產品創新到品牌行

 

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超級冷凍技術 

 

透過磁場及低周波的作用，

通過冰晶生成帶時，仍為水分子持續震動

藉以抑制冰晶形成（藉由磁場能量使得

水分子內的鍵結電子產生順磁共振現象，因此可

以在達到冷凍溫度時不結冰），將細胞中的水分子

低於0℃但尚未結冰的狀態)，

然後將食材進行急速冷凍（-20～-40℃）。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 名    補出席人數：25 名 
出席人數：41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 Cheng,Bank,Banker,Brain,Canon,Family,Frank 
Infinity,Money,Ortho,Park,Pipe,Printer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來助 董事長 天來創新集團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81,000 

Apple 第二期 4,250 

Kai 第二期 6,250 

合計  10,500 

累計  NT$691,500 

 

 

 

 

 

 

 

 

 

 

 

 

 

 

 

 

 

 

 

 

 

 

 

一般捐款 

Building 生日歡喜 1,000 

Apple 歡迎主講人陳來助董事長 1,000 

Miller 歡喜生日快樂 1,000 

Lawyer 結婚二十週年快樂 12,000 

合計  15,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Wireless 1.12/10 生日快樂 2.買時間 3,000 

Michael 12/10 生日快樂 1,000 

Stone 主講人精彩演講 1,000 

Genial 1.12/6 夫人生日快樂  
2.12/6 結婚週年快樂 

2,000 

Canon 12/1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rust 12/7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Post 12/10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0,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702 例會 

                        107 年 12 月 20 日 

●主講人：臺灣野鳥保育協會常務理事  

李平篤 教授 

●講題：臺灣野鳥生態(一)：都會公園綠地野

鳥生態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本 週 節 目     第 2701 例會 

                       107 年 12 月 13 日 

●主講人：光茵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吉宗 執行長 

●講題：醫食同源與科技農業產業大未來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節目主委 

●召開 12 月份理事會 

●召開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會議 

第二分區地區獎助金-捐贈恆春基督教

醫院弱勢學童課後輔導班計劃 

提供學童課後補救教學，希望加強學童們

學習意願，培養讀書風氣及懂得利用課餘時間

讀書。輔導中輟學童重回校園。提供貧困學童

有良好學習環境。協助教育程度不高的家長，

輔導其子女課業。 

恆春半島本來就業不易，一向被社會視為

「弱勢」的中低收入戶及外籍配偶子女人數倍

增，恆基看見弱勢學童的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