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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放綻 書劍江山



台中文心扶輪社  週年授證慶典 扶輪頌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R-O-T-A-R-Y  is  Known  on  land  and  sea;

From  North  to South,  From East  to West,  

He  pro�ts  most, Who  serves  the  best,  

R-O-T-A-R-Y  That  Spells  Ro-ta-ry;

光陰的故事

春天的花開，秋天的風，以及冬天的落陽；

憂鬱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經無知的這麼想。

光陰它帶走四季的歌裡，我輕輕地悠唱；

風花雪月的詩句裡，我在年年的成長。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一個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等待的青春。

發黃的相片，古老的信，以及褪色的聖誕卡；

年輕時為你寫的歌，恐怕你早已忘了吧！

過去的誓言，就像那課本裡繽紛的書籤；

刻劃著多少美麗的詩，可是終究是一陣煙。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兩個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流淚的青春。

遙遠的路程，昨日的夢，以及遠去的笑聲；

再次的見面，我們又歷經了多少的路程。

不再是舊日熟悉的你，有著舊日狂熱的夢；

也不是舊日熟悉的我，有著依然的笑容。

流水它帶走光陰的故事，改變了我們；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憶的青春。

我們歡迎扶輪社友

我們歡迎 RO-TA-RIAN

讓你覺得我們友誼是真誠

你今天來我們這裡

請帶些愉快回家去

也帶些祝福回家去

下次你經過我們的門口

請進來RO-TA-RIAN請再來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歡迎區總監歌

滿心歡迎齊聲歌唱，得見總監喜洋洋。

扶輪社中總愛唱歌，好叫客人喜歡暢。

一見總監喜氣洋洋，不知總監可歡暢？

請把社聞說說談談，若有高見亦請講。

PM6：00  註冊聯誼   

PM6：30  鳴鐘開會

          唱扶輪頌

          歡迎地區總監賢伉儷

          唱歡迎區總監歌

          介紹來賓及友社社友 

          唱歡迎友社社友歌

PM6：45  社長致詞〜社長Book

          地區總監致詞〜總監Dental  

          輔導特別代表致詞〜台中社PP.Van  

          輔導社社長致詞〜台中社P.Chainlon  

          邀請來賓致詞〜PDG.Music  

          姊妹社台北中原社社長致詞〜中原社P.Lena  

          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理事長致詞〜吳憲璋理事長  

PM7：10  年度服務計畫報告〜主委IS

PM7：15  社長當選人致謝詞〜PE. Meiji

PM7：20  禮成〜社長鳴鐘閉會

PM7：25  餐敘開始

   例會程序 司儀：Judy＆Heater

晚會節目 主持人：Cynthia＆Tom Cruise

鈕大可樂團 7:30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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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放綻．書劍江山

各位扶輪先進、各位社友大家好，五月光輝溫馨日子裡「文心放

綻」、以「書法之道、劍道之氣」，誠摯歡迎大家蒞臨台中文心扶輪

社九週年授證慶典。

台中文心扶輪社在2007年5月4日誕生，感恩當時總監PDG.Music、

社長Saw、輔導主委Van與台中扶輪社輔導委員們愛護鼓勵，歷屆社長

盡心領導奠下美好的碁石。

感謝地區總監Dental、地區團隊、台中1-1分區助理總監Stanless、

IPDG. Jim、輔導社社長Chainlon與所有扶輪先進，給予文心扶輪社諸

多關懷與協助，無論是RFE、RYE、228馬拉松、RCC、RYLA、地區年會

活動，保羅哈里斯、EREY捐獻，扶輪的考驗不斷推陳出新，文心社都全力以赴，快樂參加年度扶輪盛

事。

2015-16年度主題「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Be a gife to the world」，從公衛隊寒、暑假期間偏鄉地區

「肝病防治調查、衛教宣導服務」、與大墩文化中心舉辦好書交換「換喚愛∼悅換閱愛」，邀請作家

蔡詩萍書香名人講座「閱讀不閱讀？這是個人生好問題！」、能與友好社台北中原扶輪社舉辦「泰安

車站淨站服務」、參加台中社主辦、1-1分區及各社協辦「發揚扶輪∼關懷弱勢」愛心園遊會、贊助盲

人棒球、扶輪之子持續認養、捐贈米山獎學金，締結3350地區泰國BangRak扶輪社為第二個國際友好

社，並共同捐助受蘇迪勒風災侵襲的梧棲中正國小，協助伊甸基金會早療服務，舉辦「你捐發票．我

捐款∼發票換植栽活動，首度遠行德國、奧地利職業參訪11天，文心社各項年度計畫都已達成目標。

俗語說「家和萬事興」服務越多快樂愈多，享受扶輪大家庭樂趣，所有成果是大家付出努力而

來，在做中學培養社友間的默契，社友寶眷的相挺，文心才能成長茁壯，文心社將邁入嶄新的第10

年，讓我們繼續加油往前邁進。最後，再次感謝各位嘉賓蒞臨指導。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事事如意

2015-16 年度社長 許高山  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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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社   後起之秀

一個團體經營得好不好？重要的是看負責人，如學校辦得好不好

看校長，銀行看經理，扶輪社就看社長了。文心社雖然成立短短才九

年，不過今年在Book社長的帶領下，可說交出漂亮的成績單。Book社

長給人的感覺就是笑口常開、做人誠懇、做事負責、使命必達，特別

感謝他今年在我出國時，能代表第一分區負責RFE的聯絡接待，讓工作

圓滿成功。

從靜態的『好書交換活動』，到動態的帶領三十五位社友及寶眷

遠到德國職業參觀、旅遊，實羨煞其他社。而其公司負責連續幾年於

區年會刊的編輯印刷也獲得好評。在Book社長、Arch秘書及文心社團隊合作無間運作下，可以說寫下

了精彩的一年優秀紀錄，令人激賞！

今欣逢文心社九週年授證，尤其Book社長富含人文素養，授證日正逢五四文藝節，似乎是上天最

好的安排。Stainless擔任本屆1~1分區助理總監能受邀發表感言，感到無比榮幸，在此恭賀授證大會成

功、社務昌隆、大家平安、健康快樂。

台中市第1-1分區助理總監 張山明  Stainless

2015/11/03接待澳洲Tasmanian 9830地區RFE參訪團，參訪信元藥廠、金礦928足壓

總監賀詞

首先恭喜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九週年，很榮幸代表3460地區全體

社友寶眷在此向 貴社表達最誠摯的祝賀，也預祝今天授證順利圓滿成

功。

每任社長各有不同的特色與風格，經常不斷巧思如何能帶給社友

不同的感受，總脫離不了加強社友寶眷間的聯誼及為社會人群、社區

服務奉獻心力，而 貴社在社長Book帶領及秘書Arch輔佐下，經歷屆

社長及全體社友寶眷協力合作，已奠定良好的基礎發揮扶輪的理念，

積極參與各項服務。文心扶輪社無論在社務推展、社區服務、國際交

流、社員發展方面都有極為出色的表現。在社區服務延續中國醫藥大學公衛隊醫療下鄉計畫，『山地

部落肝病防治調查及飲食衛生宣導服務』；與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舉辦『好書交換活動』；響應世界

地球清潔日舉辦『泰安車站淨站』服務，配合輔導社台中扶輪社，協辦『發揚扶輪∼關懷弱勢』愛

心園遊會，捐助弘道老人服務計畫，持續認養扶輪之子13位，舉辦德國、奧地利職業參訪，國際扶輪

基金捐獻方面今年度也有5位保羅哈里斯之友，同時也持續達成EREY，今年更獲得不易取得的 RI 社長

獎，可說實至名歸。 

雖然 RI 理事會已經通過繁體中文成為 RI 法定語言，但台灣七個地區的社友成長緩慢，當初四萬人

的承諾似乎遙不可及，目標希望繼續維持35,000人，兩年內如果未達成或衰退，過去大家的努力將功

虧一簣。為達成此項目標，今年度我們的年度工作目標，除了 R.I 六大焦點服務領域外，長期目標延續

扶輪感動、扶輪之子、台灣肝病根除計畫等，我們要更積極擴展新社增加新社友繼續加油 !

誠如 R.I 社長 Ravindran所說：人，是握著拳頭出生，展開手心離開世界，在生時可以隨意掌握一

切，但離開世界時，則必須拋開所有。人生在世短短幾年，我們不求得到了多寡，而是對世界貢獻了

多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成為一個真正的扶輪人，讓我們都能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Be a Gift to the 

World』，做一個快樂的扶輪人。盼望在新的年度讓人有耳目一新的進展，尤其在人道服務計畫方面有

新的構思，真正的在服務人類（Rotary Serving Humanity）。     

最後     敬祝   

台中文心扶輪社 社運昌隆

全體社友暨寶眷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國際扶輪2015-16年度地區總監 邱世文  Den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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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特別代表賀詞

賀  台中文心扶輪社第九屆授證典禮紀念誌慶

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

服務超群 扶輪楷模

輔導特別代表   陳一雄          敬賀  

台中文心社和台北中原扶輪社締結為姐妹社至今已五年。雖然中

原社成立時間較長，但是文心社在Book社長及歷屆社長的領導之下，

不論在社員成長或各項服務領域，成果豐碩，有許多值得中原社學習

的地方。 為了加深兩社的友誼，今年度在Book社長的帶領之下，籌

劃了兩社聯合清潔服務活動，社友們捲起衣袖，共同服務清潔泰安車

站，坐在鐵軌上吃便當，兩社的情誼也在服務中更濃密。更感謝文心

社參與今年度由中原社主辦的Global Grand 屏東牡丹鄉遠距教學服務，

共同協助偏鄉弱勢的兒童教育，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最後，祝賀文

心扶輪社授證九週年，在此謹代表中原扶輪社及全體社友致上滿滿的祝福，讓我們在扶輪一起用服務

豊富了自己生命，進而改變了他人的生活。

姊妹社—臺北中原社賀詞

臺北中原社社長 林佩蓉  P. Lena
暨全體社友 敬賀

輔導社社長賀詞

光陰匆匆有如過隙白駒，轉瞬間，台中文心扶輪社已一路茁壯、

擴展圓融地屆滿九個年頭。本人很高興前來參加今晚的盛會，也很榮

幸代表台中扶輪社全體社友，向 貴社致上最高的敬意及誠摯的祝賀，

並預祝典禮順利圓滿成功。

大家所知道的台中文心社，社員年輕、熱忱、有活力；團結、和

睦、又活潑，是個處處充滿溫馨情誼的大家庭。參與 貴社例會總是獲

得滿滿的友誼和快樂。這些特質讓  貴社年度的各項服務都十分圓滿成

功，同時社員人數不斷增長，本年度又加入6位生力軍，從草創時期的

32位社友走到63位大家庭，實在不得不讓人欽羨又讚譽有加。

貴社服務計劃委員會致力於關懷偏遠地區學童的紮根，深獲地區的認同與肯定，諸如協辦信義鄉

羅娜國小學童健康保健夏令營，節能減碳年年配合「世界清潔日」環保社區不落人後，捐贈愛生愛美

生美一萬個圓夢計畫暨災區部落圓夢活動，幫助許多罕見疾病學童築夢踏實。「換喚愛~悅換閱愛」

好書交換活動，促成學童養成閱讀的好習慣，慷慨解曩協助梧棲中正國小蘇迪勒風災校園修繕，持續

認養13位扶輪之子，響應國際扶輪基金捐獻，產生了5位保羅哈里斯之友，難能可貴的是，全體社員均

承諾成為扶輪基金會的贊助社員，每年向年度計劃基金捐獻U.S.$100以上實屬不易。本年度貴社負責

3460地區第38屆年會手冊編輯印刷，篇幅豐富、資料齊全，出刊神速，著實令台中社分享了這份光榮

與喜悅。

 我也要藉此機會向各位表達萬分的謝意，感謝 貴社提撥經費贊助台中社在新市政廣場府前府後所

舉辦的「發揚扶輪∼關懷弱勢」愛心園遊會。有您們熱情響應與參與，才能讓這個有意義的社區服務

更臻至完美境界。

很高興和在座的各界貴賓和扶輪先進共享扶輪情誼，謹向台中文心社全體社友表達萬分的祝賀和

敬意，希望與大家戮力共勉，在這個「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的年度裡，以真誠扶輪感動的熱情，將

各項優質服務散播在社會每一個最需要的角落，溫暖人心並創造圓融的扶輪人生。最後祝福與會貴賓

和各位社友及寶眷，身體健康，事業成功，闔家幸福美滿！

輔導社台中扶輪社社長 黃呈玉  Chain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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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前輩、各位社友及夫人，大家晚安：

欣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九週年紀念。生日快樂！

今天很高興來參加  貴社授證九週年紀念慶典，Life謹代表溪湖扶輪社

全體社員在此表達深深祝賀之意。

緣份是一種奇妙的東西「緣」是人與人之間，人與事，人與物及人與

其他存在之間無形的連結，是某種必然存在的相遇機會和可能。

我們因為「緣份」而相識是最珍貴的緣分，因為「緣份」而相知是

最投緣的默契，因為「緣份」而祝福是最真誠的問候及最溫暖的感動與關

懷。

今年 貴社服務計劃琳琅滿目，於世界清潔日舉辦泰安車站淨站活動，聯合姐妹社台北中原扶輪

社一起執行社區服務暨國際服務活動，更參加緬甸仰光國際義診及捐贈梧棲中正國小蘇迪勒風災修繕

款。

貴社今年在Book社長、Arch秘書及社友們齊心努力辛勤耕耘下、社務蒸蒸日上，社會服務其表現

在地區深受各社激賞肯定與讚揚，青出於藍勝，於藍期望台中文心扶輪社續創佳績，迎向更輝煌燦爛

的未來，敬祝 貴社典禮成功，社運昌隆，與會貴賓身體健康、事業順利、平安。

三結義社—溪湖扶輪社賀詞

2015-16年度溪湖扶輪社社長 楊友平  Life

人們需要的不多，

想要的儘量不要太多，

養成欲望少一點，

愛地球多一點。

三結義社—豐原富春扶輪社賀詞

豐原富春扶輪社社長 賴水和  Bu�alo

友好社—泰國Bang Rak扶輪社賀詞

Dear President Book 

Fellow Rotarians of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District 3460 Rotary International   

On behalf of all members of Rotary Club of Bang Rak, District 3350, Thailand, we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and wish you great success and happiest celebration on your 9th Anniversary, our sister club, 

the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District 3460, Taiwan

Since August 2015, I and our members have visited your club family night meeting at Taichung,Taiwan 

and we have been hospitality warm welcome by you and all of your members as well and on November 

2015 , you and your Fellow Rotarians have visited us in order to sign our sister club agreement each other at 

our  31th Anniversary of Rotary Club of Bang Rak , Bangkok Thailand which this event was  the best starting 

point of good friendship of both Taichung Wen Shin and Bang Rak.    

It has been our privilege to have been your sister club.  We have cherished many good memories and 

friendships together , In the future , we wish to discover joining the heritage communities services activities 

together and establishing more and more good friendship together.

Yours in Rotary,

19thApril  2016
President RY 2015-2016 

Rotary Club of Bang Rak District 3350, Thailand            
Pong  Ingkasit 

尊敬的社長Book 

國際扶輪3460地區台中文心扶輪社會員

謹代表所有國際扶輪社3350地區泰國Bang Rak扶輪社會員，祝本區

姐妹社國際扶輪3460地區台中文心扶輪社第九屆大會圓滿成功。

自2015年8月起，本人及本區會員陸續參訪貴社位於台灣台中市的

家庭之夜大會，有幸接受來自您及貴社所有會員的熱情款待。您及貴

社會員在2015年11月參訪本社，並於泰國曼谷第31屆Bang Rak扶輪社大

會期間彼此簽訂姐妹社協議書，本活動係建立台中文心及Bang Rak扶輪

社之間友誼的最佳起點。

本社對於能成為貴社之姐妹社倍感榮幸。讓我們共同珍惜美好的回憶及友誼，希望在不久的將來

能共同加入社區服務活動並建立更堅定的友誼。

謹此

2015-16年國際扶輪3350地區泰國Bang Rak扶輪社社長 Pong Ingkasit 
2016 / 4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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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扶輪社沿革

例會地點

例會時間

辦事處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B2宴會廳  

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666號

每週三 PM 6:30 註冊 / 用餐聯誼

7:30 ~ 8:30  例會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9F-2   

9F - 2 No.155, Tzu Chih St, Taichung, Taiwan

Tel / Fax：04-2372-7142

E-mail: rotary.wenshi@msa.hinet.net

臨時社成立日期

國際扶輪 R.I. 批准日期

創社授證日期

創社社員

隸屬國際扶輪 R.I. 地域

現有社員

社員平均年齡

輔導社

輔導特別代表

扶輪三結義社2009.7締盟

國際友好社2010.2締盟

國際友好社2015.11.26締盟

 

姊妹社2011.6締盟

輔導新世代扶輪社2011.7輔導

輔導扶少團2013.10輔導

2007年2月9日

2007年3月16日

2007年5月4日

32位（2007.3.16）

國際扶輪3460地區 台中市1-1分區

63位 2016年4月更新（男性社員48位，女性社員15位）

49歲

國際扶輪3460地區 台中扶輪社（輔導的第12個扶輪社）

陳一雄 P.P.Van

國際扶輪3460地區 溪湖社、豐原富春社 

R.I.D2760 Toyota Naka Rotary Club 

日本名古屋豐田中扶輪社 

R.I.D3350 Rotary club of Bangrak, Thailand 

泰國Bangrak扶輪社 

國際扶輪3520地區 台北中原社

國際扶輪3460地區 台中市政社（2011.10.30 創社授證）

國際扶輪3460地區 曉明文心扶少團（2013.11.20 創團授證）

進來學習．出去服務

大約是一年前的這個

時候，答應Book社長的邀

約擔任秘書這個職務。實

際上來說，我並不是個很

認真的扶輪社員，原本來

社裡抱持著僅有來多認識

些朋友、輪到該當值時盡

盡社員服務義務的想法，

真正扶輪社的章程、社務實際運作，對我而言是一竅不通

也沒曾積極去了解！ 對於扶輪社秘書的工作，真的是「做

中學」，很感謝社內幹部的體諒與社長的提攜與指導，讓

我很生疏地擔任職務而漸漸地順利完成這個職務！

快一年的時間了，回頭看看這走過的路程，剛開始

時，在社長的指導方針「推動共同服務、有互動才會有火

花與共識、才會產生情誼」下，靠社友情義相挺及超強活

動力的在上半年很快速推動多個內外的服務計劃，讓年度

目標達成率迅速提前達標。同時在凝聚社內情誼上，感謝

幾位推動社內聯誼活動的幹部伙伴盡心盡力，將文心故事

集採編、社團旅遊及職業參訪等活動辦得有聲有色且精

采萬分，相信對社友間情誼的深化上能有進一步加強！ 

感謝社長及各委員會團隊的努力運作付出，認真說來很多

的工作成果都是靠大家所共同完成的，我僅是沾大家的光

而完成所謂秘書的工作，這段時間以來，自己也從中歷練

了不少，深深體認到社友間「相挺」的力量，也驗證了扶

輪「進來學習、出去服務」的精神！由衷感謝各位夥伴！

2015-16 年度秘書 廖文山  Arch

2007-08年度第一屆社長郭錦堂 C.P. Health &秘書陳彥伯 Charity

2008-09年度第二屆社長王飛龍 P.P. Dragon &秘書陳昶佑 CAD

2009-10年度第三屆社長林嘉裕 P.P. Eric &秘書黃志仲 Jason

2010-11年度第四屆社長張字信 P.P. Johnny &秘書李村興 Lawrance

2011-12年度第五屆社長江瑞啟 P.P. Lexus &秘書許高山 Book

2012-13年度第六屆社長胡建磊 P.P. Ray &秘書周惠萍 Minna

2013-14年度第七屆社長李崇銘 P.P. Eddie &秘書何淑鈴 Meiji

2014-15年度第八屆社長凃清淵 I.P.P. C.P.A &秘書余瀚琴 Sauna 

2015-16年度第九屆社長許高山 P. Book &秘書S. 廖文山 Arch

RI3460地區  
第38屆地區年會表揚獎項

地區個人表揚獎項

年會辛勞獎：許高山Book、李崇銘Eddie

總監月訊功勞獎：黃俊榮News

保羅哈里斯之友捐獻獎：

許高山Book、張字信Johnny

江瑞啟Lexus、陳昶佑CAD

余瀚琴Sauna

地區國際義診贊助服務獎：余瀚琴Sauna

最佳社務獎：許高山Book

最佳輔佐獎：廖文山Arch

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RYLA)：

胡建磊Ray、方嘉綺Education

青少年交換功勞獎 (RYE) ：許家畯Roger 

RYE接待獎：余瀚琴Sauna、胡建磊Ray

   陳俊宏Doctor

   賴志銘Tom Cruise

推薦新社友獎：江瑞啟Lexus(5)

    許高山Book(1)

    何淑鈴Meiji(1)

地區團體表揚獎項

社務發展卓越獎、扶輪感動推展獎

社員成長獎：傑出獎

扶輪傑出網站獎

傑出／優良社刊獎、職業服務獎

國際服務獎、社區卓越獎

扶輪之子認養服務獎、新世代服務獎

Interact、RYE、RYLA

文華翩舞扶輪愛捐獻獎

宣傳根除肝病計畫扶輪日獎

扶輪愛跑服務獎

公共關係獎

扶輪基金貢獻獎

地區年會百分百參與社友100%  

國際扶輪表揚獎項    RI 社長獎



新社友入社—許家畯Roger、陳元正Food

2015-16 年度

社長：許高山

秘書：廖文山

社務行政主委：何淑鈴

社員委員主委：周惠萍

服務計劃主委：陳永盛

扶輪基金主委：陳俊宏

公共關係主委：李崇銘

糾察：劉東嶽

財務：王美諭

節目：周志憲 

出席：楊仁榮

聯誼：陳維宏

2015-16年度理事會

凃清淵、許高山

廖文山、何淑鈴

周惠萍、陳俊宏

李崇銘、陳永盛

王美諭、江瑞啟

曾仁宏、周志憲

陳雅鈴 

10 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9週年特刊

7月1日首敲例會，感謝PDG Music、IPDG Jim、1-1分區助理總監Stainless伉儷、輔導特別代表Van

伉儷、輔導社台中社，2011-12年度社秘、2015-16年度社秘、三結義社及友社的貴賓蒞臨指導，

熱鬧溫馨。歡迎新社友Roger、Food加入文心家庭，社友及寶眷的熱情參與，讓首敲例會畫下圓

滿句點！新年度的任務推動，需要行政團隊的努力及文心社友寶眷支持協助，讓文心社成為百花

齊放的美好花園。

首敲例會

07/01
2015

星期三



我們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前往南投縣信義鄉羅娜國小訪視公衛隊，羅娜國小環境優美，校園內處

處可見布農族的圖騰。思婷隊長帶領我們到活動場地，約有50位小朋友參加活動，個個活潑可

愛，活力十足。公衛隊隊員們，巧妙企劃衛教教學及遊戲活動，社友、小扶輪都忍不住參加闖關

遊戲，考驗大家的智慧及應變的能力。餐後文心社也參與回饋單的填寫活動， 7月1~4日四天三夜

活動對公衛隊隊員及羅娜國小的小朋友應該都收穫滿滿。

中國醫藥大學公衛服務隊暑期服務營—信義鄉羅娜國小

07/03
2015

星期五

換喚愛~悅換閱愛：2015好書交換系列活動

07/11
2015

星期六

台中市文化局施純福副局長頒發市長感謝狀于贊助廠商：

台中文心扶輪社、立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盛睿有限公司、遠赫開發建設有限公司、江瑞啟Lexus

社員名錄
依入社日期排列

蔡詩萍演講說服力強，他強調語言的繁複

精緻，可以讓表達更生動準確，欲達此境

界，唯有多元吸收，閱讀是其中捷徑之

最。也可在累積大量正向知識後，醞釀成

為智慧，此強求不得，但不努力是嚐不到

美妙滋味的。分享大家，恭喜文心社協辦

成功。潛移默化的功效不容小覷！

台中市1-1分區
助理總監夫人鄭彩仁

分享

書香名人講座  2015好書交換系列活動2   

題目—閱讀不閱讀？這是個人生好問題！

主講人—蔡詩萍

好書交換系列活動1

左起：文心社IS、Lexus

許秀蘭主任、副局長施純福

Sauna、Book、Arch、Book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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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伯   Charity
2007年3月16日入社
塑 膠鍍膜類
台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公司

郭錦堂  Health
2007年3月16日入社
大學教育類／中國醫藥大學

寶眷／游雪莉

王飛龍   Dragon
2007年3月16日入社
大學教育類／靜宜大學

寶眷／李惠加

何淑鈴   Meiji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技職教育類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寶眷／林明郎

好書交換活動現場民眾熱烈參與



登山健行馬拉松隊Cynthia主委，細心規劃「南投竹山小旅行」，PP Dragon嚮導，第一站竹山下

坪里「台大實驗林熱帶植物園」。一行人走進綠意盎然的園區，清風徐來，好悠哉自得。Cynthia

規劃各家族於肖楠步道拍親子照，甜蜜入鏡幸福滿分。第二站PP Dragon的農場，原預定採收的芒

果已早熟，意外的有更大的收穫∼波羅蜜。

南投竹山小旅行

07/12
2015

星期日

參訪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

07/20
2015

星期一

社友C.P. Health、Minna、Lawrance代表

07/29
2015

星期三

D3350地區BangRak RC Pong 社長來訪，與文心社簽訂友好社合約

社長Book、國際主委Dental代表文心社簽訂締結國際友好社

泰國D3350地區Bang Rak扶輪社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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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產地到餐桌食安之旅」職業參觀，由服務主委IS、職業服務主委Kelvin主辦

第一站 楓康中科店張店長親切專業介紹楓康特色產品

第二站 彰化和美「萬生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參觀菇場

第三站 參觀具備日本NPO法人、日本GAP協會「JGAP」認證的興農檢驗室

第四站 台灣楓康總部參觀食品清潔、整理、包裝配送現場環境管理作業，並享用豐盛午餐餐盒，

 餐盒的食材充滿幸福，從產地到餐桌食安之旅成功開啟健康之門。

職業參觀—從產地到餐桌食安之旅

08/15
2015

星期六

第一站  楓康中科店

第三站  玉美研檢驗科技公司 第四站  台灣楓康總部

第二站  萬生科技農業股份有限公司

16 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9週年特刊

江瑞啟   Lexus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汽車銷售類

LEXUS汽車台中營業所
寶眷／周慧洳

周惠萍   Minna
2007年3月16日入社
企業管理顧問

立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寶眷／李鈞懷

林岳毅   Young Bank
2007年3月16日入社
化學原料生產類

台茂奈米生化（股）公司

寶眷／李怡霖

凃清淵   C.P.A.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會計師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寶眷／李佳錠

穰穎堅   Albert
2007年3月16日入社
物流地產開發類

永聯物流開發有限公司

寶眷／陳靜諄



范秋明   Judy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旅行業類／泰元旅行社

寶眷／林長杰

許高山   Book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書籍出版類

立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寶眷／吳雪霞

張字信   Johnny
2007年3月16日入社
會計師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寶眷／陳孟涓

林一哲   Lawyer
2007年5月4日入社
律師／哲明法律事務所

寶眷／陳諭楨

以「文化生活」為活動主軸，添加「文化」的各款佐料，

輕鬆相處，自在交流，無壓學習的愉快時光中，生活更添色彩。

地點：國美館秋山堂     茶敘聯誼  

內輪寶眷活動—四季文化系列1

08/22
2015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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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銘   Eddie
2007年3月16日入社
進出口貿易類

金閣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寶眷／蘇玲慧

總監公訪團隊與社長秘書及五大主委座談會&總監團隊夫人聯誼茶敘

新社友入社—賴志銘Tom Cruise、賴力嘉Aka

2015-16年度Dantel總監團隊公式訪問，文心社與市政社聯合舉辦，於福華大飯店17樓，工作報

告會議中，總監讚許文心社社員成長今年達成率已67%，感謝Dental總監、地區團隊對文心社肯

定。

台中文心扶輪社暨市政扶輪社聯合公訪

08/19
2015

星期三

一起欣賞藝術創作    
線條之美∼李轂摩老師  



胡建磊   Ray
2008年3月12日入社
塗裝工程

翰森塗裝科技有限公司

寶眷／王翠萍

黃志仲   Jason
2008年5月3日入社
貿易商類

瑞宬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寶眷／蔡宜婷

曾仁宏   Dental
2008年7月2日入社
牙醫師／奇美牙醫診所

寶眷／蔡京諺

廖家模   Bioking
2008年3月12日入社
一般生物科技類

金農興生物科技（股）公司

陳昶佑   CAD
2007年5月4日入社
建築師

陳昶佑建築師事務所

寶眷／陳麗蘭

香柚連連大家樂－柚子夾夾跳∼剝柚趣

親子吹吹鬧中秋－月亮水上漂∼不用撈純情久久夜夜情－嘴對嘴傳情∼沒在怕

台中文心社聯合台北中原社舉辦后里區泰安車站淨站，由社區觀光協

會前總幹事導覽解說泰安車站文化歷史。二社聯誼完成「泰安車站淨

站社區服務活動」。同時間參加「國際扶輪3460地區2015-16年度緬甸

仰光國際醫療義診」團隊志工的Sauna，將文心社的愛心帶到緬甸仰

光。

社區服務  世界清潔日—泰安車站淨站

東勢和準林場登山

10/17
2015

星期六

10/31
2015

星期六

社友寶眷約50人，前往富春社Bu�alo社長位於東勢區的「和準林場」，

林場內種植銀杏、肖楠、櫻花、梅花、落羽松等樹種，Buffalo社長沿著

林場小徑親切的導覽，種樹愛地球，相信大家會有更深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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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Elvia張愛薇

這一年將參加地區RYE委員會及

文心社規劃的活動，在台灣的一

年用心學習，感受扶輪之愛！

08/23
2015

星期日

中秋聯歡晚會於展華花園會館名漾廳舉辦，為

歡迎遠從墨西哥來台灣的Elvia，邀請社友寶眷

們特別打扮墨西哥風情之夜，主持人Roger、

Sauna展露獨特的裝扮，Doctor家族、PP.Eddie

家族更是博得滿堂彩，好溫馨熱鬧的中秋夜。 

中秋節墨西哥風情之夜

09/26
2015

星期六



陳世偉   Vet
2008年7月2日入社
獸醫師／聖愛動物醫院

寶眷／陳秀珠

李村興   Lawrance
2008年8月20日入社
保險經紀類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蕭秀芳

廖月香   Herbe
2008年8月6日入社
中醫師／長霖中醫診所

寶眷／賴睿鵬

王美諭   First
2008年9月3日入社
證券經紀

第一金證券台中分公司

寶眷／張正光

邱貞娥   Elaine
2008年7月2日入社
地政士／立昌地政士事務所

寶眷／白俊文

Dental公子名綸掌國旗入授證慶典會場。簽署扶輪國際友好社儀式，由社長Book、PE.Meiji、國際

主委Dental代表簽署，隨後社長介紹文心扶輪社，由服務計畫主委IS即席翻譯，感謝BangRak捐助

蘇迪勒風災修繕捐款致贈感謝狀。BangRak為籌募服務基金舉辦藝品拍賣，Book社長提供謝棟樑

作品「瞻」，由秘書Arch標下雕塑作品。

社長Book、秘書Arch、服務計畫主委IS前往梧棲區中正國小，文心社及BangRak扶輪社，捐贈中正

國小因蘇迪勒颱風受損而重建鐵捲門之經費。文心社與RC BangRak國際友誼在台灣開花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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梧棲中正國小—蘇迪勒風災修繕捐款

泰國D3350 RC BangRak扶輪社31週年授證參訪

11/09
2015

星期一

11/26-29
2015

27、28日二日分為高球組及City Tour組，

高球隊於清晨前往球場，City Tour於曼谷

市區遊覽大皇宮、阿南達沙瑪皇家御會

館、芴艾瑪哈泰寺、泰北大城遺跡等行

程，最後到ASIATIQUE採購，晚餐於THAI

與Po n g社長全家

餐敘，感謝Po n g

社長接待，因扶輪

而締結的友誼，就

如同「他鄉遇故

知」的奇妙，泰國

的文化風情令人回

味。

P.Pong及社友至機場迎接文心社



廖浩淳   Heater
2009年7月1日入社
電熱水器製造

佳龍發展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尚君懿

傅枝火   House
2009年2月10日入社
藝術與建築

華承國際藝術有限公司

寶眷／廖迎晰

陳順隆   Insurance
2008年10月22日入社
人壽保險類

南山人壽保險（股）公司

寶眷／黃子綾

鄭文賜   Thomas
2009年7月1日入社
事務機器及文具用品

敦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廖嘉瑜

楊仁彰   Bernie
2008年9月3日入社

鞋類製作／貿易

台灣汰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文心忘年＆聖誕晚會12/23
2015

星期三

霧社銘記茶苑，位於南投仁愛鄉海拔1,400公尺高山，茶園中自然生態豐富，我們沿著茶園細聽解

說，就如好茶般清香恰到喉韻，堅持有機種植，回饋土地在生活中持續進行。

在茶園感受簡單生活的美好，林間鳥鳴、遠處山嵐清幽，猶如一幅山巒疊翠的山水畫，由淺入深

層次分明讓人心曠神怡。

內輪寶眷活動—四季文化系列2

12/05
2015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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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友入社—李沛欣Kenny

張正光先生為我們導覽製茶工序

中華扶輪米山會年度大會12/19
2015

星期六

觀音山莊午餐

12/2新社友入社—

張恩誠Interior、方嘉綺Education



周志憲   Chuck
2009年10月21日入社
精密工業貿易

富達興企業有限公司

寶眷／蕭瑛瑛

王耀淞   Vinson
2009年11月11日入社
網路行銷

家多利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謝琬雯

黃俊榮   News
2010年8月25日入社
新聞／媒體工作者

工商時報中區管理中心

寶眷／張淑美

洪振浩   Oliver
2010年8月25日入社
一般工具製造類

開寅有限公司

寶眷／陳淑惠

陳維宏   Paris
2009年7月8日入社
鋼構工程

長增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賴美靜

日月潭慈恩塔敲鐘祈福

01/31
2016

星期日

台中社主辦登日月潭慈恩塔－紀念中山醫院周汝川創辦人百歲壽誕，

從創辦中山醫院、中山醫學院歷程到服務社會推己及人無私的精神，

堅持的毅力，賢達智慧，令人尊敬。 

3460地區1-1∼1-6分區扶輪新春團拜

02/08
2016

星期一

台中市扶輪新春團拜於台中林酒店舉辦，以金猴獻桃 • 猴塞雷為主

題，會場佈置喜氣熱鬧，由第1-1分區助理總監台中社Stainless領軍進

場，各社社長接續拜年，大年初一互道恭喜，掌聲不斷現場好熱鬧。

文心公衛隊於新鄉國小進行社區服務，配合當地衛生所針對居民進行衛教服務及健檢活動，改善

居民的健康須從衛生觀念的建立著手，藉由公衛隊的衛教，讓小朋友有健康又快樂的觀念，並落

實於日常生活中。

中國醫藥大學公衛服務隊寒期服務營—南投縣信義鄉新鄉國小

01/22-26
2016

歡喜迎接猴年的到來，特邀寶眷蔡京諺老師設計猴年花藝，大家齊聚一堂，增進情誼，話家常。

內輪寶眷活動—四季文化系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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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7
2016

星期三



江嘉凌   Eco
2011年3月23日入社
環保工程類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寶眷／林志明

郭榮庚   Peter
2011年3月23日入社
通訊產品銷售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

寶眷／蔡惠萍

劉東嶽   Value
2011年3月23日入社
資產管理顧問

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韋采宜

陳俊茂   Attorney
2011年7月6日入社
律師／尚德法律事務所

寶眷／黃善

林麗莉   LiLi
2010年11月24日入社
水電工程

泓錠機電工程有限公司

第一站興隆毛巾觀光工廠

第二站雲林故事館

故事館與布袋戲館、合同廳舍屬同區域，是歷史建築再利用的好典範

第三站雲林農博生態園區，Bioking為大家說明生態工法的應用

晚餐阿秀羊肉爐

第一站造訪興隆毛巾觀光工廠，瞭解毛巾材料織製過程，DIY造型天燈製作，中午於五福園用餐，

第二站虎尾鎮林森路的雲林故事館，日式房舍是早期虎尾郡役所的郡守官邸，聽故事談年節趣

事，參觀布袋戲館真實戲偶讓人想把玩，無論一頁書、素還真，卻塵思、亂世狂刀等戲偶栩栩如

生，合同廳舍內誠品書店、STARBUCKS讓歷史建築有了新定義，遊虎尾驛吃冰棒。第三站雲林農

博生態園區擁有濕地生態、休閒遊憩功能，傳達雲林農業大縣的特色風貌。

春季旅遊暨春酒活動—雲林虎尾一日遊

02/20
2016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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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山   Arch
2011年8月17日入社
建設公司

遠赫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寶眷／施倩琴

陳俊宏   Doctor
2011年8月17日入社
小兒科／美容醫師

媄妍小舖、水美醫學美容負責人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院長

寶眷／洪瑩容

許政勛   Sigma
2011年8月24日入社
汽動工具製造類

太通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黃湘容

王毓香   Cynthia
2011年8月24日入社
財務顧問

天策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陳繼翔

李育錚   Alan
2011年7月6日入社

律師／建業法律事務所

Dental總監、1-1助理總監於文心社攤位前合影

發揚扶輪∼關懷弱勢愛心園遊會

03/05
2016

星期六

地點：田中鎮三潭國小，7.7公里馬拉松接力比賽，獲得扶輪組第12、13名，社會組第53名

成員：隊長Cynthia、Joe、PP. Johnny、Lawrance、BMW、Paul、IS、Doctor、Roger、Book

 Darren (廷綸)、Bert (浚洧)、永裕、雅竹、Lan (奇峰)、Jimmy (武君) 

運動考驗團隊合作，藉由運動讓身體更健康，跑步中培養毅力與聯誼的樂趣。 

扶輪盃超級馬拉松接力公益路跑賽

02/28
2016

星期日

1-1分區協辦，台中扶輪社主辦，文心社Thomas提供文具熱賣商品、

Bioking提供香草豬系列產品、Elaine提供農特產品，社友寶眷大家前來

加油打氣，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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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捐發票．我捐款∼發票換植栽活動

03/12
2016

星期六

舉辦「你捐發票．我捐款∼發票換植栽活動」捐助伊甸基金會早療服

務。Building採購桂花、櫻花及風鈴木植栽，Vet提供提袋，BMW全程

錄影，IS、Chuck領軍發放植栽，圓滿完成任務，文心社與伊甸基金會

合作，一起攜手做公益。



嚴宏偉   KK
2011年10月5日入社
殯葬業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廖秋月

周燕麗   Art
2011年10月26日入社
畫廊／藝術館

大圓藝術空間

寶眷／黃盟祥

陳雅鈴   FP
2011年12月7日入社
財務顧問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劉育明   Simon
2012年11月28日入社
建設公司

銓璟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謝金君

余瀚琴   Sauna
2011年10月5日入社
居家用品銷售類

坦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陳宜濮

38屆地區年會於中興大學惠蓀堂舉行，響應環保以陶瓷碗、環保筷。扶輪之夜「絕代風華」由總監

夫人規劃，成員為助理總監夫人及部分社長夫人擔綱演出，Book夫人參與演出，是難忘的學習經

驗。年會團隊以熱誠來服務全體社友及寶眷，觀摹及參與年會是快速學習扶輪經驗的不二法門。

3460地區第38屆地區年會

03/26-27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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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奧參訪35位團員

法蘭克福→呂德斯海姆→海德堡→斯圖佳特→奧格斯堡→福森→

國王湖→薩爾斯堡→聖沃夫岡湖→巴德伊舍→哈斯達克→維也納

→台灣

德國、奧地利—職業參訪

保羅哈里斯早餐會與RI社長代表PDG Gowri Rajan合影
海德堡、斯圖佳特，參觀保時捷與賓士博物館，象徵帥氣與沈穩產業精神，館內的陳列佈置讓參

觀者見證汽車發展史。

04/01-11
2016

德國法蘭克福機場第一張合影

午后搭遊艇漫遊萊茵河畔享受優雅寧靜的美景



謝秉軸   Joe
2013年12月21日入社
資訊工程類

美科鴻霆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李淑娥

陳永盛   IS
2013年4月27日入社
精密產品製造類

台灣格林策巴赫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寶眷／姚宛伶

吳政道   BMW
2013年7月3日入社
汽車銷售類

汎德永業汽車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盧妙惠

楊仁榮   Kelvin
2013年7月3日入社
一般機械製造類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林雅芳

陳桂蘭   Carol
2013年1月2日入社
鞋類製作／貿易

薩摩亞商艾新捷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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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社捐款愛心滿天下。

贊助支援巴西助讀活動，

讓德國人讚賞我們的慷慨

解囊！社友群起響應，不

得不讓Hainbuch董事長笑

口大開，感謝台中文心社

給世界的禮物！

參觀Chuck德國母公司「HAINBUCH」，聽取HAINBUCH 

CEO簡報，董事長說明他們公司目前持續做海外貧困救

助計劃，社友Bioking與Insurance拋磚引玉各捐出300歐

元，團員隨意小額捐款，增添一樁服務計畫。

參觀IS德國母公司「GRENZEBACH」聽完簡報流程進入

廠內，自動化且人性研發倉儲設備，令我們大開眼界。

一行人浩浩蕩蕩的到員工餐廳享用午餐，餐廳裡有員工

照片組合成的公司logo別具特色。

台中文心扶輪社德國職

業參觀—GB總部

登載在當地的媒體

翻拍自HAINBUCH官網 翻拍自GRENZEBACH官網



賴萩穗   Angela
2014年3月5日入社
教育類

弋果美語台中中科分校

許家畯   Roger
2015年7月1日入社
人力仲介

美家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寶眷／林淑如

陳元正   Food
2015年7月1日入社
食品出口類

元誠貿易有限公司

寶眷／何秀惠

賴志銘   Tom Cruise
2015年8月19日入社
五金貿易類

冠易有限公司

寶眷／汪玉萍

賴品佑   Building
2014年7月2日入社
營造業

巨合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寶眷／曾麗甄

高爾夫球隊舉行聯誼賽，於台中國際球場熱烈開打，球賽後餐敘，並

在總幹事Paris周詳準備之下，頒發2014-15年度積分獎項，獎品豐富

人人有獎。

國際扶輪3460地區2015-16扶輪少年服務團第5屆地區年會，3460地區共26團參與盛會，活動分團

務簡報、表演節目二大類進行，文心曉明扶少團在團務簡報獲第3名殊榮。

扶輪少年服務團第5屆地區年會

04/17
2016

星期日

春暖花開的季節，體驗繽紛的色彩饗宴，邀請廖瑞

芬教授，指導我們體驗膠彩的奧妙，完成獨一無二

的畫作。

地點：台中市大墩文化中心

內輪寶眷活動—四季文化系列4

04/22
2016

星期五

高爾夫

球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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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湖社主辦五社高爾夫球賽聯誼



李沛欣  Kenny
2015年12月23日入社
電子材料

欣洋電子材料有限公司

寶眷／林蓉薇

方嘉綺   Education
2015年12月2日入社
公益團體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

婦幼關懷成長協會

寶眷／劉樹恆

張恩誠   Interior
2015年12月2日入社
室內設計類

彤樺室內規劃有限公司

寶眷／陳惠茹

第一組家庭懇談會

Sigma、IS、Dragon、YoungBank 
Albert、Sauna、Vet、Insurance
Value、Book

FP、First、Health、Peter、Food
Doctor、Thomas、Oliver、News
Judy

第三組家庭懇談會

Eco、Jason、Johnny、Lili、Art
Chuck、Building、Bioking、Audio
Vinson

第五組家庭懇談會

KK、House、Ray、Kelvin、Dental
Charity、Elaine、Lawyer、Meiji
Alan

第二組家庭懇談會

Herbe、Roger、Eddie、Carol
BMW、Lexus、Cynthia、Bernie
Joe、Arch

第四組家庭懇談會

Heater、Lawrance、C.P.A.、Minna
Paris、Angela、Simon、Attorney
CAD 

第六組家庭懇談會

賴力嘉   Aka
2015年8月19日入社
塑膠射出成型類

光晟塑膠實業有限公司 
寶眷／李雅筑

家庭

懇談會
例會

節目

築夢踏實—姚淑芬教授 電子商務青年創業—洪大倫先生

世界攝影達人—張逸帆先生

認識盲人棒球—張壬壤理事長 電子商務的競爭優勢

—林豐智院長
健康就在你身邊—韋瑞祥藥師

讓世界聽見玉山唱歌

—趙慧菁老師

企業組織與媒體之關係

—劉東皋先生

創業之路—徐樹潭先生 分享“這是咱的扶輪社＂創作

心路歷程—黃建銘老師
Hold 住財富好運來，淺談資產
配置—朱岳中教授

RYE交換學生心得分享
—林永沛同學

大提琴小故事—黃月玲團長 翻轉傳產網路行銷

—賴銘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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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年前PDG Music年度時，在CP Health帶領下，文心社誕生了，從剛

開始的32位創社社友已成長到現在60多位社友的優質社團。

文心社秉持“進來學習，出去服務”行動理念奉獻社會，已對無數

弱勢團體或社福機構慷慨解囊，也推動捐助高雄氣爆，日本311地震等

募款活動。

每位社友運用本身專長，力促海內外友社交流和國際敦睦，締結

台、日、泰友好姊妹社，熱情招待GSE Inbound、RFE、也款待來自巴

西、墨西哥國際交換生和日本留學生，更多次海外職業參訪和出席海外

友社授證慶典，並和姊妹社、三結義社參與社區服務和高爾夫球友誼賽。

我們的PP Lexus，PP Eddie，P Book也數次參加地區團隊工作，文心社已茁壯為現今“參與領導、交

換構想、切實行動”的JET行動派扶輪社。

大環境變動快速，社團也要加快腳步因應，文心社即將邁入嶄新的第10年，需要全體社友的鼎力應

援才能更加茁壯。

最後，感謝各位貴賓蒞臨指導，期盼各位社友和寶眷持續對文心社愛護與支持。

祝大家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社長當選人賀詞

2016-17 年度社長當選人 何淑鈴  Maiji

扶輪服務人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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