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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扶輪社沿革

臨時社成立日期 2007年2月9日

國際扶輪 R.I. 批准日期 2007年3月16日

創社授證日期 2007年5月4日

創社社員 32位（2007.3.16）

隸屬國際扶輪 R.I. 地域 國際扶輪 3460地區 台中市1-1分區

郭錦堂 C.P. Health & 陳彥伯 Charity

王飛龍 P.P. Dragon &  陳昶佑 CAD

林嘉裕 P.P. Eric & 黃志仲 Jason

張字信 I.P.P. Johnny & 李村興 Lawrance

江瑞啟 P. Lexus & 許高山 S. Book

現有社員 59位（男性社員45位，女性社員14位）2012年3月底更新

社員平均年齡 47 歲

輔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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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輪三結義社  2009.7 締盟 國際扶輪 3460地區 溪湖社、豐原富春社 

國際友好社  2010.2 締盟 R.I.D2760 Toyota Naka Rotary Club 日本名古屋豐田中扶輪社 

姊妹社  2011.6 締盟 國際扶輪 3520地區 台北中原社

輔導新世代扶輪社  2011.7 輔導 國際扶輪 3460地區 台中市政社（2011.10.30 創社授證）

例會地點

例會時間

台中市英才路532號 亞緻大飯店 Hotel ONE 27樓【會宴廳】

每週三 PM 6:30 註冊 / 用餐聯誼

7:30 ~ 8:30  例會

第一屆（2007-2008年度）

第二屆（2008-2009年度）

第三屆（2009-2010年度）

第四屆（2010-2011年度）

第五屆（2011-2012年度）

輔導特別代表（台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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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台中文心扶輪社五週年授證慶典暨與市政社聯合例會的

好日子，我代表文心扶輪社全體社友歡迎各位貴賓的蒞臨，見證文心

社五週年的生日慶典。感謝五年前輔導社台中社的輔導成立，讓文心

社得以從一群陌生人組成一個有宗旨的社團組織，成為扶輪世界中健

全的扶輪社。感謝輔導特別代表Van當時的苦心努力，五年來陪著文

心社一路走到現在，實在由衷感激，還有當時的輔導社社長Saw，秘

書Jack及輔導委員們，您們的付出我們歷歷在目，在此一併感謝。

去年7月1日就職後，漸漸地我體會擔任社長的角色本質就像建築師。扶輪社的建立與維持，就

像蓋房子般，一屆即一樓，每一層樓都缺一不可。創社就像打地基，地基挖越深樓層可蓋越高。第

一屆就像大樓的一樓門面，須具備有豪宅的氣勢風範。第二屆即是二樓，須立下堅實的鋼骨結構。

第三屆像三樓，便可看出大樓外觀的美感，第四屆就像四樓已經有視野了，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

樓。到了第五屆，像是五樓，有了穩定的地盤，鋼骨結構，豪宅般的大樓外觀及高度視野，這時需

規劃室內的設計，關注人文及居住品質。爾後一樓一樓往上蓋，這是一棟延續性的建築物，沒有停

工之時，每一樓層都需建築師精準計算規劃，巧思工藝美學，才能呈現實用與完美兼俱之建築。未

來文心社將持續建構建築之美。

至此，感謝創社長CP. Health，PP. Dragon，PP. Eric，lPP. Johnny您們前幾年的付出，讓今年度

的社務運作得以在良好的基礎上持續茁壯。今天我要特別感謝我的扶輪導師台中社PP Jim，他推薦

我加入文心社創社並指導我扶輪經驗，讓我終身受用，沒齒難忘，特此感恩。這一年來有一位陪著

我在扶輪這條路上走到底的重要人物，就是秘書Book，如何形容我和他的合作關係呢？我們像一

把獵槍，當我看到標的物時，Book就像是槍把前端的準星，只要我們眼光一致，便迅速取得囊中

物，感謝Book一路相挺，無怨無悔得以成就文心社。

今年文心社的年度主題『五福臨門，圓滿文心』，特別成立五週年紀念事業委員會，由

Charity擔任主委，順利地完成贈伊甸基金會庇護工場冷凍車壹輛及順勢而為成功地輔導市政扶輪

社創社，感謝主委Charity四平八穩地實現五週年紀念事業，我想這會是永遠的紀念。而服務計劃

主委Thomas亦落實多項服務計劃，更是居功甚偉。今天呈現的諸多成果都是源自於本屆服務團

隊，理事成員及全體社友凡事包容，同心協力所經營的成果，這些成果將屬於文心社的文化資產。

最後，感謝今日與會貴賓及扶輪前輩，有您們的蒞臨就是給文心社最大的鼓勵，祝各位貴賓

及扶輪前輩身體健康，闔家平安。

江瑞啟 Lexus   致詞

台中文心扶輪社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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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Lexus社長、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前輩、各位友社社長、社友、社友夫

人，寶眷大家好！

欣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五週年紀念日，恭喜貴社生日快樂，同時也對貴社這五年來對 

扶輪活動熱忱參與，以及對關懷社區與照顧弱勢的犧牲奉獻精神表示由衷的敬佩，祝福 貴

社，年年順遂、事事如意。

多年來貴社在歷任社長努力下，相關五大服務工作與社務、社員擴展及各項社區服務

等工作運作，均表現得有聲有色、成績斐然；延續「只有偶兒童劇團─曙光工程」照護及輔

導中輟生、捐贈偏遠地區國小特殊民俗才藝教具以培養學童之興趣，多項有延續性且有印記

性的社區服務活動，扶助在地弱勢學童及家庭，屢傳佳話亦都獲得社區熱烈迴響與激賞的掌

聲，讓人感動。

今年在Lexus社長睿智的領導下，領導團隊及社友、社友夫人，群策群力用心的耕耘

下，對社內外友誼促進與社區服務等工作貢獻都讓人刮目相看，更於今年輔導新世代扶輪社

─台中市政社成立，在在都顯現出Lexus社長的用心與 貴社社友與寶眷的團結，及對服務工

作的熱忱，有此優質同屆社長深感榮幸，相信貴社在社長Lexus的睿智領導下，服膺年度主

題『人道關懷、行善天下』與RI社長強調重點『鞏固扶輪家庭、延續擅長服務、改變需要改

變的地方』的引導下，一定能帶領所有年度團隊幹部與社友，手牽手、心連心，通力合作，

為這一個年度計劃服務工作及相關目標任務，交出了完美，使人稱羨的亮麗成績單。

最後，祝 貴社社運昌隆，與會各位貴賓，社友與夫人，寶眷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李芳裕 Medichem   賀詞

RI3460地區2011-12年度  地區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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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先進、各位台中文心扶輪社社友及寶眷大家好！

欣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第五週年慶典，非常榮幸能代表台中市第1-1分區各社社友，

向文心社全體社友及寶眷，致上最誠摯的祝賀。

台中文心扶輪社於2007年5月4日由創社社長Health帶領32名創社社友，由台中社輔導成

立。在各位前社長及全體社友及寶眷，通力合作，耕之耘之。雖僅成立五週年，業已成就今

日充滿活力且具服務熱忱，人人稱讚的台中文心扶輪社。

台中文心扶輪社今年在Lexus社長的領導及Book秘書的輔佐下，提供優質的服務文化，

並特別成立五週年紀念事業委員會。邀請Charity社友擔任主委，Youngbank社友擔任副主

委，且成功圓滿的完成兩項任務。第一、捐贈伊甸基金會身心障礙烘焙庇護工場冷凍冷藏貨

車計劃，第二、輔導成立新世代扶輪社一台中市政扶輪社的創社計劃。這兩項服務計劃，實

為台中文心社授證五週年的重要紀念事蹟。而其他各項服務計劃，文心社亦穩健落實，完美

執行，皆受到各界的肯定與讚揚。相信台中文心扶輪社在此優良傳統基礎上，必能讓扶輪精

神發發光發熱，展現人道關懷，服務社會，並造福人群，行善天下。

在此誠心敬賀台中文心扶輪社社運昌隆，今晚授證慶典圓滿成功，並謹以『心真則事

實，願廣則行深』，來彼此勉勵。並誠心祝福全體文心社社友及寶眷、各位先進、各位貴

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戴文鑫 Danny   賀詞

台中市第一分區  助理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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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得真快，台中文心扶輪社自2007年創立至今已屆滿五週年。本人很榮幸能代表台

中扶輪社全體社友向  貴社敬致最誠摯的祝福，並祝大會圓滿、順利、成功。

台中文心扶輪社創社以來一直充滿活力、無論在新社友的增加，及各類社務的推展，

都有傑出的表現。今年Lexus社長更將人道關懷，行善天下的主題，落實在各種的服務計畫

中，全體社友出錢出力為社區及各項扶輪服務作努力。例如，捐贈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烘焙

工場冷凍冷藏車；舉辦原住民部落及偏遠地區公共衛生服務；捐贈南投縣國姓鄉南港國小客

家戰鼓隊教學資源；舉辦職業參觀日本豐田汽車廠。更難得的是輔導新世代創立市政扶輪

社。此外，成立歌唱班、舞蹈班及登山隊，並完成玉山攻頂壯舉。身為輔導社社長，我要表

示我們的肯定與讚許，同時也為您們服務成果感到驕傲。

此外，Hammer要在此特別感謝貴社對於台中社今年「人道關懷、行善天下」慈善音樂

會經費上的贊助與支持，再次表達萬分的謝意。最後，敬祝 貴社社務昌隆，各位社友及夫

人，與會貴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陳長榮 Hommer   賀詞

輔導社台中扶輪社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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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過的真快，又是一年一度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週年慶的紀念日，當年台中文心社創

立之初，本人忝為輔導特別代表，誠惶誠恐不安的忐忑心情猶歷歷在目，一眨眼間，看見文

心社已一路茁壯而圓融地走過五週年。謹此，Van代表台中扶輪社全體輔導委員，向  文心社

恭喜道賀，祝  貴社授證5週年生日快樂，社運昌隆。

大家所認識的台中文心社，年輕、熱忱、有活力；團結、和睦、又活潑，是個處處充

滿友誼的大家庭。每次參與 貴社例會總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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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P.P. Dragon的歸隊，在在證明五福臨門圓滿文心的具體表

現，同時社員人數不斷增長，本年度又加入14位生力軍，從32位創社友走到60位大家庭，實

在不得不讓人欽羨。

今天是一個值得慶賀紀念的好日子，也是一個可以讓我們展望未來新契機的重要時刻，

回顧過去五年來， 貴社在歷任社長卓越的領導和社友共同經營下，把文心這塊扶輪天地耕

耘成了這樣美妙的園地。本年度Lexus社長Book秘書的完美搭配，將全體社友緊密的結合在

一起，全力推動五大服務，完整的將文心扶輪社特有的扶輪魅力與優良傳統沿襲傳承，又，

臨危受命輔導創立台中市政扶輪社，真令人刮目相看，地區不絕於耳的肯定與讚許就是最好

的見證，身為輔導特別代表，本人亦深感佩服和與有榮焉，我想全體輔導委員也一定和我有

相同的觀感。在此謹向各位表達萬分的敬意。希望和大家互勉，繼續以『人道關懷、行善天

下』的扶輪理念，將我們的熱情與服務投注在社會最需要的角落。

很高興和在座的扶輪先進共享文心社成長的這份喜悅，春暖乍至、春雷初響，大地萬物

開始萌芽生長，期望台中文心社在春暖花開的此刻，也如同雨後春筍般更加清新茁壯，厚實

而有涵養，在每一次熱誠的服務活動中，堆疊出優質的社風與文化，成為3460地區不可多得

的清新模範社。最後，冀望國際扶輪以台中文心社為傲，在座社友以扶輪為榮，並祝福與會

貴賓、社友及寶眷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多謝大家！！

陳一雄 VAN   賀詞

輔導特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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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創立五週年授證典禮，

在此致上最誠摯的祝賀。

2008年11月，透過地區米山獎學委員會的

介紹，於2010年2月26日本社創立十週年的授

證典禮上，與貴社締結成了友好扶輪社。之

後，在2010年6月6日台灣日月潭的聯合例會，

以及2011年10月14日在日本豐田的聯合例會

等，讓兩社間的友誼越來越深厚。

去年3月11日發生了東北大地震，之後日

本彷彿成了災害列島，地震、水害、大雪等報

導在各地都可以聽得到。很幸運的我們的地區

只有受到輕微的災害，豐田中扶輪社的社友們

也都元氣的在工作崗位上。

我們收到貴社貼心的來電以及問候的電

子郵件，還有震災的捐款，在此表達由衷的感

謝。次外，也感謝邀請我們參與貴社五週年紀

念事業活動，捐贈了身心障礙團體的冷凍冷藏

車。

我們對於與貴社締結友好社感到非常的

光榮。今後期待兩社的友誼，可以長長久久，

直到永遠。

接下來是台中文心扶輪社五週年授證的

精彩節目，在此預祝貴社，社運昌隆，社友及

寶眷們，身體健康，永遠幸福，謝謝大家。

このたび、台中文心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が創立

５周年を迎えられました事、心よりお慶び申し上げ

ます。

２００８年１１月に、地区米山奨学委員会の

関係からご縁を頂きまして、２０１０年２月２６日

当クラブ創立１０周年記念式典において、貴クラブ

と友好提携をいたしました。そして、２０１０年６

月６日　台湾日月譚での合同例会・２０１１年１０

月１４日　日本ルージュガーデン豊田での合同例会

と、友好関係を益々深めさせて頂いています。

昨年３月１１日に発生した東北大震災以降、

日本全体が災害列島と化したかのように、地震・水

害・大雪の報道が各地から聞こえてきました。幸い

にも当地域の被害は軽微で、私達豊田中RCのメン

バーは元気に活動しています。

貴クラブからのお気遣い電話やメールを頂

き、その上、震災義捐金まで送金して頂き、まこと

に有難うございました。また、貴クラブ創立５周年

で障害者団体に冷凍車を贈呈する事業に、当クラブ

も参加させて頂いたことに感謝いたします。

私達は、貴クラブと友好提携することを光栄

に思います。今後とも両クラブの友好関係が末永く

続くことをお祈りします。

x最後に、台中文心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が創立５

周年という記念すべき節目を迎え、貴クラブの更な

る発展を期待するとともに、会員の皆様そしてご家

族の皆様方のご健勝、ご多幸を祈念し、お祝いの言

葉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淺岡 多田志   賀詞

友好社—日本豐田中社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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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耀閮 Curtis   賀詞

姊妹社—臺北中原社  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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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成立五年了，這是一個令人興奮的里程碑，我們英明又充滿雄心壯

志的社長LEXUS，希望能在這有意義的年度，留下足以讓所有社友共同感到難以忘懷的記

憶，特別規劃了兩個服務項目，作為文心社五年走過來的紀念事業。承蒙厚愛，要求在下

CHARITY擔任本委員會主委，雖然個人感覺任務有些艱鉅繁瑣，實在不太適合我這天生懶

散的性格；但是根據扶輪不推辭的精神，再加上看到越來越多社友的參與，最終還是鼓起勇

氣，戴著鋼盔向前衝。

捐贈伊甸基金會冷藏車的工作首先展開序幕，有感於社會服務團體的經營不易，資金

籌措困難，使伊甸的庇護工廠所製造的產品，能夠在最佳狀態下提供給有愛心的消費者，在

社長LEXUS的帶領下，於2011年8月17日舉行了冷藏車的捐贈儀式，感謝所有社友的熱心貢

獻，讓紀念事業委員會能在這年度開始的短短一個半月，順利完成年度工作的百分之五十進

度。

打鐵趁熱，精神還沒鬆散前，馬上進入第二階段的任務，輔導成立新世代扶輪社，這又

是國際扶輪本年度的創舉，寄望能藉由新世代扶輪社友的加入，我扶輪事業添增新血。在地

區助理總監台中社JIM的全力支持下，有社長LEXUS及秘書BOOK的盡心督促，還有文心社

十五位輔導委員以及台中市政社，台中文心社全體社友的努力，我們又再度於2011年10月30

日，圓滿的完成並舉辦本地區第一個新世代扶輪社─台中市政扶輪社的創社授證典禮。 

終於功德圓滿，再多的感謝之詞都無法表達我由衷的感覺，本來認為社長給我的苦差

事，竟然在完成時帶給我個人無限的喜樂，也再次深深的體會到服務最樂的扶輪精神。在這

個五週年授證的時刻，僅以此短文記下我們曾經共同努力過的足跡，並期待我台中文心扶輪

社再創未來輝煌。

陳彥伯 Charity   致詞

文心社五週年紀念事業委員會  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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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為生活泉源，感染行家風範，沈浸文化饗宴，享受扶輪人生。

總
監
公
式
訪
問

總監李芳裕Medichem、地區團隊、社長及五大
主委公式訪問社務行政會議。

社務行政委員會  

8/17
Wed.

RI3460地區總監李芳裕Medichem，公式訪問台中文心社。

RI3460地區總監李芳裕Medichem伉儷、地區團隊暨全體文心社社友合影。



台中文心扶輪社 授證五週年特刊 11

聯誼活動聯誼活動

於雅園新潮餐廳，舉辦溫馨忘年會聯誼活動。   
12/28
Wed.

中秋聯歡晚會，於三河弦景觀餐廳。
9/03
Sat.

一群年輕有活力的文心小扶輪

姊妹社台北中原社 社長Curtis帶領社友參加忘年會 中原社、文心社  讚！

登山隊成功登頂頒發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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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
誼
活
動—

登
山
隊

登百岳系列熱身活動（一），登溪頭天文台。
8/20
Sat.

登百岳系列熱身活動（三），登水社大山。
10/23
Sun.

登百岳系列熱身活動（二），登合歡山北峰。
9/21
Sun.

登山隊 Lexus、Book、Cynthia、Dental、
Lawrance、Doctor玉山登頂成功。

11/26
Sat.



台中文心扶輪社 授證五週年特刊 13

聯誼活動

3/31
Sat.

4/01
Sun. 春季旅遊—日月潭自行車之旅

第一天於教師會館報到後，即乘遊艇環湖，沿途乘風逐

浪欣賞湖面風光，令人心曠神怡。

第二天環湖的勇士們在捷安特集合，做好行前的準備後

出發，日月潭環湖一圈30公里，沿途美景不斷，榮登美
國CNN評選全球十大自行車道殊榮，當之無愧。

日月潭單車環湖30
公里車隊—全隊順利

完成並獲頒環湖證書

朝向山遊客中心出發的社友，輕鬆悠

閒地渡過星期天的早晨。

午餐後，順訪日月茶場，品嚐台茶18號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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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輪
寶
眷
活
動

參觀百年百幅李轂摩書畫展於清

水港區藝術中心。
7/10
Sun.

參觀霧峰林宅，邀請台中市政府參事陳志聲先生導覽。
10/08
Sat.

文化采風之旅

百年百幅－李轂摩書畫展的百百種的祝福

建築之美－霧峰林宅建築群呈現早期文人華美優雅韻味

藝術生活－充滿熱情推動美學的柯耀東、郭皆貴、柯適中老師風趣解說

雕塑藝術－王英信老師分享藝術帶給生命的美感和喜悅

以愛之名－翁山蘇姬用愛堅持一生，帶來自由的希望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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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輪寶眷活動

九九峰藝術饗宴—平林藝術中心  柯耀東老師、郭皆貴、柯適中。
2/18
Sat.

電影欣賞—以愛之名翁山蘇姬。
4/02
Mon.

九九峰藝術饗宴—拜訪王英信雕塑美術館。
2/18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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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是服務發源點，透過人道關懷，關心偏遠地區，共創新世代。

服
務
計
畫—

社
區
服
務

 參加伊甸基金會主辦之慈善音樂會「給生命一個支點」於明德女中。
11/19
Sat.

服務計劃委員會   

「愛加倍、倍加愛，讓愛永保新鮮」

伊甸基金會身心障礙庇護工場冷藏冷凍車捐贈。

8/17
Wed.

地球世界清潔日與7-11合作宣導，於台中市823紀念公園大掃除。
9/17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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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計畫—社區服務

光音育幼院歲末年終“多「衣．鞋」愛”捐贈計畫。
1/04
Wed.

參加高義蘭部落社區發展〝共創有機生態農園〞，與台北中山、首都、

陽光、仰德、中原、芝山、台中文心扶輪社聯合社區服務。

12/17
S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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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衛生服務隊於南投南豐國小社區服務。
7/03
Sun.

服
務
計
畫—

教
育
服
務

為中國醫藥大學公共衛生舉辦系迎新餐會。
7/03
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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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畫—教育服務

台中社、西區社、文心社聯合，捐贈

南投縣國姓鄉南港國小戰鼓計畫。

11/21
Mon.

舉辦曙光工程服務計劃—防疫尖兵總動員，

創路學員—只有偶兒童劇團於烏日國小演出。

12/13
T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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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世
代
服
務

輔導台中市政扶輪社籌備會、授證

台中市政扶輪社創社授證典禮合影  10.30

未來社員第一次會議，於全國飯店歐洲廳  08.02

輔導新社籌備會議  07.16

由本社輔導新世代創社計畫第一次籌備會議，於2011年7月16日下午舉行，

會議由 Charity 擔任主席，地區助理總監 Jim 及新社成員 James 列席，會中透

過討論，完成經費來源，預算編列、組織架構和新社初期之社務運作方向。

7月23日 新世代扶輪社說明會議、8月16日 臨時社第一次例會

8月23日 臨時社第二次例會、8月30日 臨時社第三次例會

10月30日 本社輔導之台中市政扶輪社創社授證典禮

未來新社員第一次見面會  07.23 

台中市政臨時扶輪社例會，於處女蟳餐廳 RI 3460地區總監李芳裕Medichem，市政扶輪社公式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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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代服務

新世代服務職業講座，於中國醫藥大學

講題：「如何找尋親愛的工作方向」。

2/29
Wed.

職  稱 姓  名 金  額

輔導社 台中文心社 90,000

輔導社社長 江瑞啟   Lexus 20,000

輔導社秘書 許高山   Book 10,000

輔導主委 陳彥伯   Charity 50,000

輔導委員 林岳毅   Young Bank 10,000

輔導委員 郭錦堂   Health 10,000

輔導委員 李崇銘   Eddie 10,000

輔導委員 洪茂翔   Painting 10,000

輔導委員 林嘉裕   Eric 10,000

輔導委員 張字信   Johnny 10,000

輔導委員 胡建磊   Ray 10,000

輔導委員 黃志仲   Jason 10,000

輔導委員 曾仁宏   Dental 10,000

輔導委員 陳世偉   Vet 10,000

輔導委員 李村興   Lawrance 10,000 

輔導委員 傅枝火   House 10,000 

輔導委員 鄭文賜   �omas 10,000 

輔導委員 陳維宏   Paris 10,000 

輔導委員 周志憲   Chuck 10,000 

地區助理總監 賴光雄   Jim 10,000 

台中社社長 陳長榮   Hammer 10,000 

                總   計  340,000 

輔導新世代市政扶輪社捐款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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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參觀台北設計展暨秋季旅遊。
10/29
Thu.

文心社、市政社、立誠管理顧問公司，聯合舉辦2012精實論壇 公益講座於新幹線花園酒店。
2/23
Sat.

服
務
計
畫—

職
業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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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社
友
入
社

新社友入社左起廖文山Arch、陳俊宏Docto
與Lexus社長合影。

8/17
Wed. 新社友許政勛Sigma

8/24
Wed. 新社友王毓香Cynthia

8/24
Wed.

新社友嚴宏偉KK、余瀚琴Sauna
10/5
Wed. 新社友周燕麗 Art入社

10/26
Wed. 拜訪新社友陳雅鈴FP（左二）

12/05
Mon.

新社友入社林奕均  Yijun、陳俊茂  Attorney、李育錚Alan、
劉文傑  Banker、與Lexus社長合影。

7/06
Wed.

緣因人而聚集，珍惜際遇相互學習，怡情養心無限美。

社員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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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
庭
懇
談
會

8/20
Sat.

第一組家庭懇談會

地點：溪頭森林遊樂區 / 富隆莊餐廳
組長：Nozzle    組員：Oliver、Insurance、Bernie、Joe、CAD、Lexus、CPA

10/22
Sat.

第二組家庭懇談會

地點：台中市立美術館 / 八喜膳房
組長：Lili    組員：News、House、First、Bioking、Lawyer、Minna、
 Young Bank、Banker

12/24
Sat.

第三組家庭懇談會

地點：藍天馬場俱樂部 & 日祥生機園地
組長：Cash    組員：Heater、Lawrance、Ray、Tony、Eddie、Meiji 、Doctor

2/25
Sat.

第四組家庭懇談會

地點：震川漆彈場 & 震樺餐廳
組長：Eco    組員：�omas、Jason、Audio、Painting、Dragon、Charity、
 Yijun、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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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基金委員會 

李崇銘 Eddie

陳世偉 Vet 由Book代領

楊仁彰 Bernie

曾仁宏 Dental 由Ray代領

周志憲 Chuck

郭錦堂 Health 由CPA代領陳彥伯 Charity

扶輪基金委員會  

2011-12年度捐贈  保羅哈理斯之友

2011-12年度捐贈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江瑞啟 Lex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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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交
流

歡迎友好社日本豐田中扶輪社，

中條前社長與稻本委員長來訪。

8/24
Wed.

公共關係委員會   

國際親善敦睦，拜訪友好社日本豐田中扶輪社，

職業參觀暨秋季旅遊賞楓之旅。
10/13
Thu.

10/17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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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扶輪三結義盃高爾夫聯誼賽
10/27
Thu.

三社聯誼  新春團拜

大年初一，台中市三十社龍年春節聯合團拜酒會，於全國大飯店B1國際廳。
1/23
M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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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屆
地
區
年
會

3/24
Sat.

3/25
Mon RI3460地區第34屆地區年會（中興大學惠蓀堂）

地區年會中，有二場特別演講，分別是

嚴長壽先生演講主題：為台灣的下一個未來築夢共行。

林懷民先生演講主題：回家，灌溉故鄉的文化。

二場演講都有共同之處，就是二位演講者來自不同領域的背景，但對台灣這塊土

地的社會及人文的關懷，卻是一致的，分別在不同的立場及角度透過無私的胸

襟，展現其影響力，這正符合扶輪年度主題“人道關懷，行善天下”。

年度團體獎項：RI社長獎、輔導新社獎、社務發展卓越獎、服務計畫卓越獎、社員擴展傑出獎、
 扶輪基金卓越獎、公共關係卓越獎、社刊卓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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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節目

智慧循環共讀分享—愛的書庫簡介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執行長陳一誠

8/03
Wed.

亞洲大學楊志良教授

主講拚公義：沒有好走的路

7/27
Wed.

萬事莫如造林急

中興社PP Bank許叔蓀
7/20
Wed.

認識霧峰林宅

台中市政府參事陳志聲先生

10/05
Wed.

清水阿嬤

達觀文化工作室吳念融女士

8/24
Wed.

雲端知識蒐集技巧

省都社社友張賜賢 Computer
8/10
Wed.

弦樂家族介紹

市政社社友林靜瑩 Viola
1/11
Wed.

創意人生  速跑得機械工業公司
技術總監劉大潭先生

10/26
Wed.

說故事談扶輪—兼論扶輪經營二三事

前總監 張光瑤 Concept
10/19
Wed.

認識台中美國學校手鐘隊

台中美國學校董事長李安娜小姐

4/18
Wed.

走進芭蕾的力與美

楊麗英老師

3/07
Wed.

大家來講心適擱有智慧兮台灣俗語

台灣俗語達人許金保先生

2/22
W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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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彥伯  Charity

職業分類 / 鍍金科技

服務機構 /

台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林岳毅  Young Bank

寶　　眷 / 李怡霖

職業分類 / 生物科技

服務機構 / 台茂全球通(股)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王飛龍  Dragon

寶　　眷 / 李惠加

職業分類 / 大學教育

服務機構 / 靜宜大學

入社日期 / 2011年7月6日

江瑞啟  Lexus

寶　　眷 / 周慧洳

職業分類 / 進口汽車銷售

服務機構 / Lexus汽車台中營業所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郭錦堂  Health

寶　　眷 / 游雪莉

職業分類 / 健康科學

服務機構 / 中國醫藥大學

入社日期 /2007年3月16日

何淑鈴  Meiji

寶　　眷 / 林明郎

職業分類 / 國際貿易

服務機構 /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周惠萍  Minna

寶　　眷 / 李鈞懷

職業分類 / 企業管理

服務機構 / 

立誠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穰穎堅  Albert

寶　　眷 / 陳靜諄

職業分類 / 流行零售業

服務機構 / 

達芙妮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李崇銘  Eddie

寶　　眷 / 蘇玲慧

職業分類 / 公會

服務機構 / 

台灣區手工具同業公會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社友名錄

    清淵  C.P.A.

寶　　眷 / 李佳錠

職業分類 / 會計師

服務機構 / 

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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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茂翔  Painting

職業分類 / 藝品畫廊

服務機構 / 文馨書軒畫廊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張字信  Johnny

寶　　眷 / 陳孟涓

職業分類 / 會計師

服務機構 /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許高山  Book

寶　　眷 / 吳雪霞

職業分類 / 印刷設計

服務機構 / 

立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宋安東尼  Tony

寶　　眷 / 路婉容

職業分類 / 商業設計

服務機構 / 薩巴卡瑪國際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5月4日

范秋明  Judy

寶　　眷 / 林長杰

職業分類 / 旅行社 

服務機構 / 泰元旅行社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林龍輝  Audio

寶　　眷 / 何玉華

職業分類 / 音響銷售

服務機構 / 友驛企業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王惠娟  Jane

寶　　眷 / 伍福康

職業分類 / 鞋類貿易

服務機構 / 昶霖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2007年3月16日

林一哲  Lawyer

職業分類 / 律師

服務機構 / 哲明法律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07年5月4日

林嘉裕  Eric

寶　　眷 / 孫秀娜

職業分類 / 3D動畫設計

服務機構 / 

豪翰設計工程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7年3月16日

陳昶佑  CAD

寶　　眷 / 陳麗蘭

職業分類 / 建築師

服務機構 / 陳昶佑建築師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07年5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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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興周  Joe

寶　　眷 / 魯錫銘

職業分類 / 電子科技

服務機構 / 林陳科技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1月2日

邱貞娥  Elaine

寶　　眷 / 白俊文

職業分類 / 土地登記

服務機構 / 立昌地政士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08年7月2日

胡建磊  Ray

寶　　眷 / 王翠萍

職業分類 / 營建技術

服務機構 / 

翰森塗裝科技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2008年3月12日

廖月香  Herbe

寶　　眷 / 賴睿鵬

職業分類 / 中醫師

服務機構 / 長霖中醫診所

入社日期 / 2008年8月6日

廖家模  Bioking

職業分類 / 生技食品

服務機構 /

金農興生物科技(股)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3月12日

陳世偉  Vet

寶　　眷 / 陳秀珠

職業分類 / 獸醫師

服務機構 / 聖愛動物醫院

入社日期 /2008年7月2日

黃志仲  Jason

寶　　眷 / 蔡宜婷

職業分類 / 洋酒批發零售

服務機構 / 

瑞宬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5月3日

李村興  Lawrance

寶　　眷 / 蕭秀芳

職業分類 / 保險經紀

服務機構 /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8月20日

曾仁宏  Dental

寶　　眷 / 蔡京諺

職業分類 / 牙醫師

服務機構 / 奇美牙醫診所

入社日期 / 2008年7月2日

王美諭  First

寶　　眷 / 張正光

職業分類 / 證券經紀

服務機構 /

第一金證券 台中分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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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仁彰  Bernie

職業分類 / 鞋業製造

服務機構 / 

台灣汰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9月3日

陳維宏  Paris

寶　　眷 / 賴美靜

職業分類 / 防火鋼板工程

服務機構 / 長增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9年7月8日

傅枝火  House

寶　　眷 / 廖迎晰

職業分類 / 房屋仲介

服務機構 / 

東森房屋新市政不動產開發

入社日期 / 2009年2月10日

周志憲  Chuck

寶　　眷 / 蕭瑛瑛

職業分類 / 機械貿易

服務機構 / 富達興企業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9年10月21日

陳順隆  Insurance

寶　　眷 / 黃子綾

職業分類 / 人壽保險

服務機構 /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8年10月22日

何開源  Acu

寶　　眷 / 曾玟瑜

職業分類 / 中醫師

服務機構 / 神農讚中醫診所

入社日期 / 2009年9月2日

廖浩淳  Heater

職業分類 / 電熱水器設備

服務機構 / 東森房屋

新市政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9年7月1日

王耀淞  Vinson

寶　　眷 / 謝琬雯

職業分類 / 網路行銷

服務機構 / 

家多利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9年11月11日

鄭文賜  �omas

寶　　眷 / 廖嘉瑜

職業分類 / 文具及出版事業

服務機構 / 

敦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09年7月1日

黃俊榮  News

寶　　眷 / 張淑美

職業分類 / 記者

服務機構 / 

工商時報中區管理中心

入社日期 / 2010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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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振皓  Oliver

寶　　眷 / 陳淑惠

職業分類 / 汽修工具貿易

服務機構 / 開寅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0年8月25日

郭榮庚  Peter

寶　　眷 / 蔡惠萍

職業分類 / 通訊經營管理

服務機構 / 台灣大哥大

股份有限公司加盟業務處

入社日期 / 2011年3月23日

林麗莉  LiLi

職業分類 / 水電工程

服務機構 / 擎達企業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2010年11月24日

林奕均  Yijun

職業分類 / 越南人力代理

服務機構 /

越南國際貿易與服務公司

美家人力資源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7月6日

徐志隆  Nozzle

寶　　眷 / 黃玉瓊

職業分類 / 噴嘴製造

服務機構 / 自然霧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0年11月24日

劉東嶽  Value

寶　　眷 / 韋彩宜

職業分類 / 不動產、智慧財產鑑價

服務機構 / 

華淵鑑價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3月23日

陳建良  Cash

寶　　眷 / 林曉楓

職業分類 / 建材五金

服務機構 / 博飛特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0年12月15日

陳俊茂  Attorney

寶　　眷 / 黃　善

職業分類 / 檢察官

服務機構 / 台中地方法院檢察署 

入社日期 / 2011年7月6日

江嘉凌  Eco

寶　　眷 / 林志明

職業分類 / 環保顧問

服務機構 / 

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3月23日

李育錚  Alan

職業分類 / 律師

服務機構 / 建業法律事務所

入社日期 / 2011年7月6日



台中文心扶輪社 授證五週年特刊 35

劉文傑  Banker

寶　　眷 / 廖文羚

職業分類 / 理財規劃

服務機構 / 澳盛銀行台中分行

入社日期 / 2011年7月6日

余瀚琴  Sauna

寶　　眷 / 陳宜濮

職業分類 / 美容養生器材

服務機構 / 

坦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10月5日

陳俊宏  Doctor

寶　　眷 / 洪瑩容

職業分類 / 兒科醫師

服務機構 / 長頸鹿小兒科診所

入社日期 / 2011年8月17日

周燕麗  Art

寶　　眷 / 黃盟祥

職業分類 / 藝術品買賣

服務機構 / 大圓藝術空間

入社日期 / 2011年10月26日

廖文山  Arch

寶　　眷 / 施倩琴

職業分類 / 開發建設

服務機構 / 

遠赫開發建設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8月17日

嚴宏偉  KK

寶　　眷 / 廖秋月

職業分類 / 殯葬服務

服務機構 / 龍巖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10月5日

許政勛  Sigma

職業分類 / 外貿行銷

服務機構 / 

太通工具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 2011年8月24日

陳雅鈴  FP

職業分類 / 財務規劃

服務機構 / 宏觀財務顧問

入社日期 / 2011年12月7日

王毓香  Cynthia

寶　　眷 / 陳繼翔

職業分類 / 証券業

服務機構 / 

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入社日期 /2011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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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扶輪先進、各位佳賓、各位社友及寶眷：大家晚安！ 

在這個特別的日子，Ray 謹代表文心扶輪社，誠摯的感謝各位參與我們的授證典禮。

文心扶輪社滿五週年了！           

感謝所有陪伴文心成長茁壯的扶輪先進，以及各位社友及寶眷們！

首先，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輔導社台中社及輔導特別代表Van，再次，要感謝歷任社長

CP Health、PP Dragon、PP Eric、IPP Johnny、P Lexus，由於您們的細心呵護，文心社得以

萌芽、成長、茁壯，由於您們良好的榜樣及帶引，扶輪的精神得以延續，文心的價值得以

彰顯。

第六屆獲得歷屆社長之支持，臨危受命，在參與扶輪各項訓練課程及熟知扶輪各項知

識後，我準備好了！ 我們整個團隊都準備好了！ 我們有信心要為您打造一個 “快樂、溫

馨、扶輪讚”的群體目標，

並追尋“Peace �rough Service”以服務促進世界和平宗旨，相信在總監當選人Chest 的

帶領下，定能使命必達！

最後敬祝各位佳賓  身體健康  心想事成

社長當選人致謝詞

社長當選人   胡建磊  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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