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例會節目 

 

專題演講：帶您認識台灣的保養品 

代工業 

演 講 者：陳科仰  先生 

現    職：京漾生技公司  副總經理 
 

第 5 6 1 次 例 會 合 影 

第 561 次例會節目 

 

專題演講：用文創設計翻轉傳統木工 

演 講 者：周信宏  先生 

現    職：木匠兄妹木工房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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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專欄 

扶輪處處有標竿 

2017-18 社長 周惠萍 Minna  

這是向標竿學習的一週。 

【翻轉負二代的木匠兄妹】 

12/6 (三) 例會講師邀請到木匠兄妹總經理--周信宏,把倒閉的木器家業變成最夯的文創品牌!他開

放工廠,引入兒童手做 DIY,大賺「小人財」,成功逆轉勝。再以起家的細木器工藝,加上文創設計,

變成最夯的紀念禮品,結合各大企業品牌,互相加持;又以童玩攻入誠品,善用名人效應,從品牌逐漸

變身為通路,真是一個翻轉負二代的精采故事!歸功他本科傳播的專業和創意,以及破釜沉舟的士

氣,而能窮則變,變則通!真的是潛力無限。未來,屬於這些有熱忱的年輕人! 

只可惜我們晚了一步,沒搶到這麼優質的社友。 

【勇攀高峰 盛讚 20】 

12/7(四) 一直很佩服 PP Lexus 的衝勁和持續力,20 年從業生涯創下許多常人難望項背的記錄。聽

到他要分享從業 20 年心得,以及非洲吉力馬札羅山攻頂之旅,心想定要一探這位鐵漢的心路。會

場遇到秋月,麗蘭,慧洳;這場演講吸引扶輪、企經會各路英豪,連 3462 地區 19-20DGN Maclin 也來

捧場。Maclin 熱情又風趣,因來文心社演講過,油然升起一股親切感。此後到週六,因友社授證之

故,每天都遇到。扶輪的友誼,自動加溫。 

聽了 PP Lexus 演講,除了吉力馬札羅山攻頂過程令人難忘,最感動的是看到 PP Lexus 其實是用自

己的影響力,免費幫餐館老闆的忙。的確是鐵漢柔情。 

【成長中的市政社】 

12/8 (五) 參加市政社第六屆授證。 

行前市政社 Halu 社長與 Ryan 秘書親自來文心社邀請社友,與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Luck 秘書一同參加週三例會,用心令人感動。 

Halu 社長的投入,不下於拼事業,各方面都看得到他的努力。 

授證風格走酒藏市政宴,搭配文心社今年輔導特別代表-Jason 致詞,好酒、好友,聯袂成功。當天貴

賓雲集,Five 總監伉儷以及國際扶輪前理事 Jackson 都來祝賀。看到 Halu 社長上任半年,有 6 個保

羅哈里斯,5 個新社友,平均每月招募一位新社友入社,實在很認真!回想我們在第六屆時,也還在摸

索中成長! 

秘書 Ryan 提到,市政社期待與輔導社-文心社有更多的互動。期待未來兩社有更多服務與聯誼。

祝福市政社,蒸蒸日上,在扶輪傳統與新世代中,成為新標竿。 

【備受祝福馬拉松社】 

12/9(六)上午到法鼓山寶雲別苑參加台中馬拉松創社授證,每個細節,都令

人感動!一切都是以扶輪的最高標準在做。 

從 Five 總監、輔導特別代表 PDG Concept、輔導社南門社社長、南屯社

Mountain,乃至於偶遇的南門社友寶眷,皆以 Lobsang 和馬拉松社為榮。 

這是一個備受祝福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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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 Lobsang 創社長從理念、願景、目標、社的形象識別、收費、內規、社友的遴選、服務計

畫、定位精準!一創社就有具體服務實績,且當天來賓的註冊費,全數捐贈給台中市身心障礙者福

利關懷協會,並訂下每年週年慶典都要做慈善公益慶典活動爲內規。 

台中馬拉松社以「樸實、有愛、有品味」為創社精神,以跑服務,以跑聯誼,鼓勵所有社員,入社後

兩年內完成半程馬拉松,三年內完成全程馬拉松,崇尚環保,追求健康。 

兩項服務計畫:一、東京奧運三年專案計畫。二、飛毛腿 計畫-東亞青專案。此兩項計劃,長期支

持國內長跑及短跑的體育健將,期許創造佳績,為國內體育人才培育,付出實質的幫助,令人讚賞。 

台中馬拉松社創了幾個地區的第一: 

1. 第一個星期六早上例會的社 

2. 第一個跑步例會的社 

3. 第一個以跑步同好企業男女菁英組合成立的社 

4. 第一個例會餐食以蔬食為主的社 

5. 第一個以馬拉松里程數來訂社員年費 42195 元 

台中馬拉松社具體展現創業精神與運動家精神,讓我們一起祝福 3461 誕生的第一個新社! 

【省都 22 傳統優良】 

12/9(六)傍晚到民俗公園參加省都社 22 週年授證,多文心社一倍的歷

史,社的文化與氛圍不一樣!他們延續戶外授證傳統,全程社友寶眷親

力親為,不論是夫人的擊鼓演出,或 Chemical 社長與貴賓穿越時空話三

國,都非常吸引人!最厲害的是原本寒流、下雨的天氣,到了授證時,連

天公都做美!可見省都社的團結,連老天都幫忙。省都社的「頂真精

神」,是我最佩服的,從一張工作分配表,就可看出他們做事的嚴謹。 

【文心忘年 歡樂有約】 

12/10(日)第一組溫馨忘年會籌備會議 II,由爐主 Lawrance, Dragon 在

嘎嗶惦舉辦。組長 Sauna 第一回籌備在好運來宴請組員,發現好運

來場地不適合寶萊塢舞團表演,火速找到最新又美的萊特薇庭,並委

託忘年會籌備會議由主委 Vinson 召集討論節目,才放心到緬甸拚事

業、以及參加緬甸團國際義診服務。在 Vinson 明快的帶領下,節目

安排、遊戲設計,流程討論很快定案。接著主持人 Albert+ Sharon 產生,組員 Art, Attorney, IS…大家

熱烈分工,超有效率! 

由於理事會通過忘年會預算為 12 萬,第一組為了讓忘年會更盡興,又主動加碼發起組員每人贊助

2000,以增加遊戲、摸彩可用資源。忘年組團隊心意與付出令人感動!當然遊戲保證是會讓大家尖

叫歡笑不斷啊!!! 

在此也要特別謝謝點子王 Vinson,帥哥美女主持人 Albert & Sharon, Art 準備道具, IS 家包辦寶萊塢

大舞團訓練與千金香鈞的 Able 1 舞團表演。 

週日這場忘年會籌備,對比本週密集參與友社活動,從各社交流,以及標竿社的對照中,我看到文心

社不論人數、社友寶眷的向心力,社務運作共識與和諧、服務的熱忱、社的形象與社譽,絕對是優

質的社,我以文心為榮!感謝歷屆社長的遠見,訂下務實內規,樹立良好的社風,傳承「人文心,企業

情」。一步一步,讓我們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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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61 次例會出席率統計 
  社 員 人 數      65 人(60+寶眷社友 5 人) 

  出 席 人 數      19 人 

  補 出 席       10 人 

  請       假       2 人 

  出 席 率         52 % 

上週未出席社友~ 

            我們想念您 
Charity, CPA, Judy, Book, CAD, Bioking, Dental, 

Elaine, Lawrance, Bernie, Insurance, Heater, Thomas, 

Vinson, News, Oliver, Lili, Eco, Peter, Attorney, Arch, 

Doctor, Sigma, Sauna Myanmar, FP, BMW, Kelvin, 

Joe, Angela, Building, Tom Cruise, Educadion, 

Interior, Kenny, Sharon, Cotton, Spine, Power, Vet, 

Leo 

例會節目預告    

第563次例會節目預告 

原 2017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三)例會，變更至

201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舉辦溫馨忘年會 

地點：萊特薇庭 Light Wedding 婚宴會館 

主題：寶萊屋 

第564次例會節目預告 

原 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例會，變更例會

舉辦芳德鑄鋁股份有限公司職業參觀。 

 

  

   

 

 

 

 

 

  

 

 

 

 

活動訊息 
■ 第三組家庭懇談會 

 日期：2017 年 12 月 16 日(星期六) 11：00~16：00 

   地點：蔡氏啤酒廠、毓繡美術館 

   爐主：Johnny、Kenny 

   組員：Meiji、Young Bank、Minna、Value、CAD、Doctor、Building、Spine、Power、Leo 

■ 中原社聖誕晚會~阿哥哥趴+文心社寶萊塢 

 日期：2017 年 12 月 17 日(星期日) 

   地點：臻愛會館（京華城 12 樓）-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四段 138 號 12F 

■ 職業參觀 

 日期：2017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三) 

   地點：芳德鑄鋁股份有限公司-彰化縣鹿港鎮工業西一路 1 號 

   行程：9：30-11：30 芳德鑄鋁職業參觀 

         12：00-1：00 午餐-木生海鮮會館-鹿港鎮自由路 77 號 

■ 文心溫馨忘年會暨寶眷日  (該活動變更原 12/20 星期三例會舉辦) 

 日期：2017 年 12 月 22 日(星期五)17：30 

   地點：萊特薇庭 Light Wedding 婚宴會館-台中市西屯區龍富路五段 396 號 

   主題：寶萊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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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察報告 
歡喜箱：  

Minna 

1. 歡迎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Luck 秘書，市政社 Halu 社長、Ryan 秘

書蒞社，敬邀大家一起祝賀兩社授證大成功！ 

2. 木匠兄妹周總用心翻轉，感動！ 

2,000 

IS 

1. 歡迎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Luck 秘書，市政社 Halu 社長、Ryan 秘
書蒞社指導。 

2. 謝謝木匠兄妹周總經理分享非常豐富的市場行銷策略，讓文創整個
活了起來！ 

1,000 

Health 

1. 文創設計翻轉傳統木工的成功企業，周信宏先生演講精彩！ 

2. 歡迎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Luck 秘書，市政社 Halu 社長、Ryan 秘

書蒞社指導。 

500 

Lexus 
1. 感謝木匠兄妹周信宏總經理蒞臨文心社，演講精彩、創意無限！ 

2. 歡迎省都社及市政社扶輪前輩蒞臨！ 
500 

Meiji 

1. 歡迎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Luck 秘書，市政社 Halu 社長、Ryan 秘

書蒞社指導。 

2. 歡迎木匠兄妹周總經理蒞社演講！ 

600 

Roger 

1. 歡迎省都社、市政社來邀請，我兩場都會出席。 

2. 周總青年才俊，讓傳統製造業起死回生，成為當紅 DIY 文創業，深

受啟發。 

500 

省都社

Chemical 社長 
歡迎文心社友踴躍參加省都社 12/9 授證 22 週年慶典。 1,000 

省都社 

Luck 秘書 
歡迎文心社友踴躍參加省都社 12/9 授證 22 週年慶典。 1,000 

市政社 

Halu 社長 
歡迎文心社友踴躍參加市政社 12/8 授證 6 週年慶典。 500 

市政社 

Ryan 秘書 
歡迎文心社友踴躍參加市政社 12/8 授證 6 週年慶典。 500 

 合計 8,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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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專欄 

《遇見 42195》 

文 / 江瑞啟 PP Lexus    

42195 是什麼呢？原來 42195 是馬拉松賽跑的里程數 42195

公尺。台灣第一個以馬拉松為名成立的扶輪社—台中馬拉松扶輪社

正式成立。於 2017 年 12 月 9 日早上在法鼓山寶雲別苑，舉行創社

慶典，展現扶輪社創新的新風貌。 

    創社長汪世旭 Lobsang 是台中南門社的資深社員，是一位成功的企業家，也是一位長期對社

會教育關懷的慈善家，因熱愛跑步，結識很多同好社會菁英。近年來國際扶輪政策因應世界潮

流，調整扶輪社彈性運作的創新原則，啓發了 Lobsang 創社的動力，因此集結了各方跑步好友組

織新社的創立。由台中南門社輔導，PDG Concept 擔任輔導特別代表，充分複製南門社優良的社

風，同時展現創新的格局，令人耳目一新。 

    台中馬拉松社的成立，創社長 Lobsang 出錢出力，全心投入，從創社理念、內部規章、社務

運作、社員招募、公共形象以及服務計劃等每個細節，都是依據模範扶輪章程架構下，審慎思

量，不斷求證，充分準備後，才啟動創社之路，可以說用心良苦，樂在付出！ 

    台中馬拉松社創了幾個地區的第一，第一個星期六早上例會的社，第一個跑步例會的社，第

一個例會餐食以蔬食為主的社，並且是以跑步同好企業男女菁英組合成立的社，實乃難能可貴。

台中馬拉松社以「樸實、有愛、有品味」為創社精神，以跑服務，以跑聯誼，鼓勵所有社員，入

社後兩年內完成半程馬拉松，三年內完成全程馬拉松，崇尚環保，追求健康。社員年費 42195

元，連社員年費數字都離不開馬拉松里程數，果真是紮實的馬拉松扶輪社。 

     一般扶輪社授證慶典是絢麗煙火般的演出，但馬拉松社的授證，則是別開生面，跳脫傳統。

授證慶典當天早上，從西屯路右轉福林路 ，往法鼓山寶雲別苑的路上，已經看到一排的馬拉松社

旗豎立引導，並有社友指揮會場方向，報到註冊更是井然有序，特別是當天來賓的註冊費，全數

捐贈給台中市身心障礙者福利關懷協會，讓授證慶典結合慈善公益變得更有意義，而且訂下每年

週年慶典都要做慈善公益慶典活動爲內規。 

當天氣候低溫，但每位社友皆穿著台中馬拉松社的運動服，精神抖擻，在每個安排的崗位

上，服務每位到場的貴賓，整場兩個小時的慶典，在節奏明確，不拖泥帶水，隆重精緻中，進行

的十分得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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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兩項服務計畫：一、東京奧運三年專案計畫。

二、飛毛腿 計畫-東亞青專案。此兩項計劃，長期支持國內

長跑及短跑的體育健將，期許創造佳績，為國內體育人才培

育，付出實質的幫助，令人讚賞。 

    法鼓山寶雲別苑，是一處宗教聖地，綠意盎然，寧靜莊

嚴，台中馬拉松扶輪社能夠在這寳地辦理創社授證活動，可

以說是創社長 Lobsang 非常崇高的福報，才得以在此進行。

在 Five 總監頒發國際扶輪核准證書，以及「祈願觀音」褔證

之下，台中馬拉松社正式成立。 

台中馬拉松扶輪社的成立可以說是新扶輪時代

的來臨，未來期待發展更多同好興趣族群，成立以藝

文、登山、單車、重機、高爾夫、咖啡或品茗等為名

的扶輪社，號召更多社會賢達及企業菁英加入扶輪。

台中市人口為什麼近年來成為台灣人口數第二多的都

市，因為都市計畫產生了很多重劃區，帶來更多移居

人口。因此創立新社必能帶來更多社會菁英加入扶

輪。「創社不難，難在理念」，歡迎有為的扶輪社友，

出來創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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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主委 Roger 報告 

歡迎省都社、市政社社長及秘書蒞臨 大仁國小劉美芬校長致贈
本社贊助棒球隊感謝狀 

歡迎企經會林雅惠小姐蒞臨 

Lexus 介紹 Speaker 周信宏總經理 感謝木匠兄妹周信宏總經理分享〝用文創設計翻轉傳統木工〞 

恭喜 Chuck 獲得彩券二獎 恭喜 Meiji 獲得彩券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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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 Minna 報告 秘書 IS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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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值司儀~Grace & 

糾察時間~Ja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