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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01 次例會        2018 年 12 月 5 日 

第 12 卷˙第 10 期 

第 6 0 0 次 例 會 合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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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專欄 

感恩的一年，更多相聚，更多公益，更多感動，更多互助。 

2018-19 社長   周志憲 Chuck 

改變旺年會的舉辦，換來春酒團圓晚會 

    連續了十幾年，文心社在接近年末，總有忘(旺)年會的舉行，當然，社友的聚集與家眷們

的團聚都是熱熱鬧鬧的，有抽獎，有表演，我們看著這些孩子一天一天都不一樣，也長大了!今

年，我們把旺年會給停辦了，主要的考量是時間，到了年末，有相當多比例的社友出國，或是

參加活動，而無法出席。因此，希望改成喝春酒團圓晚會，在春酒的晚會可以有更多團聚的氣

氛與年節的氛圍，大大小小一起歡樂。這是一個挑戰，讓我們一起期待，也祝福所有社友寶眷

今年的年末可以有個愉快的假期。 

期盼第十五屆的社長誕生，12/19的年度社員大會 

    就在2018年末，還有一場重頭戲，就是第15屆社長的推選，理監事的選舉社員大會。日期

就在12/19。當晚將推舉與選拔社長，這是一個值得期待的日子，也是將預計可以把文心社帶入

另一個高峰的時期。每隔5年，就會有創新與蛻變，我們現在所有從事的社務與活動，都將影響

著文心社的形象與型態。需要請每位社友們踴躍的出席，一起來見證與推舉未來的社長與第13

屆的理事與監事。在社員大會，我們還有一件大事需要社友們的意見表決，就是經過半年的每

月二次例會是否同意?附帶的是，寶眷日不可移除或是移動，例會的次數不會移動或是刪除。雖

然，例會二次以上已是在2106年通過扶輪立法，但是每社還是可以自行決定例會的次數與時間

是否改變。因此，本次例會必須尊重大多數社友的意見，所以將以選舉方式來決定。 

扶輪之子是對年輕人的一種助力 

  近年來，雖然看起來社會福利好像有照顧到弱

勢，但是其實是遠遠不足且有可能因為某些家庭因

素，會有很多學生沒有辦法有好好受教的權利，因

此，自2012年認養扶輪之子的活動。每年可以贊助數

千名學子在學業上的物資需求，實在是相當不簡單。

學生要的不多，但是基本的受教權與不被藐視，是需

要被重視的。每個月一千元，每年一萬二千元，透過

文心扶輪社，直接將獎助金給學校單位的老師，專用於該學生的學務上需求，這是最簡單與最

直接學生受惠的方法。在都市內的弱勢家庭，在偏鄉的隔代或是單親的家庭，這些學子，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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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弱勢，他們也許很有天分，他們可能資質很棒，但是被現實所

逼，為社會推到牆角。因為不被重視而加入幫派，吸毒，吃喝拐

騙，最後被社會唾棄，這都與他們沒有好好被公平對待與受教有

關係。目前文心社已有認養15位的扶輪之子（熱愛生命關懷協會

與興大附中），個人期盼社友們可以發揮愛心，共同一起來支持這

個活動，以文心社60位社友計算，期望可以達到認養30位扶輪之

子（增台中女中與新鄉國小）。這是個開始，當這些學生有天可以

回到文心家庭時，你會感動，因為我們是因愛而成為文心扶輪社

的一員。敬請你的支持。恭喜新鄉國小的合唱團榮獲【同聲合唱

第三名】【鄉土歌謠合唱特優】明年將代表南投縣參加全國賽。 

  

 

 

 

 

 

 

 

扶輪米山會的感想 

    首次參加扶輪米山會第35屆的會員大會，以前

對於米山會只是停留在因為文心社有多位社友尤其

是PP都是米山會成員(CP Health, PP Dragon, PP Meiji, 

Young Bank)，講得一口好日文，也是當年留學日本

而受到米山會的獎學金學生。因此，只覺得他們既

是優秀，亦是非常熱心公益。榮幸代表文心社參加

這次的大會，才對米山會有進一步的認識，創立於

1983年，正式成立在1997年，創會會長是徐重仁先

生，設立台灣米山獎學金是針對，未曾在台灣留學過的日本學生，獎學金的金額是大學畢業生

的月薪為基準，募集以米山會學友為對象，這完全是一種飲水思源與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

的理念。當年，這群台灣的優秀人才，經過選拔，才得以有獎助金到日本留學讀書，受惠於日

本的米山會，如今，在成立相同機構，以相同的方式反饋資助來自日本的學生，這是多麼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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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交流與傳承。目前統計台灣原米山獎學金學生有3,486位，登錄的學友有530位。文心社

因為有那麼多位的米山會學友，也可共襄盛舉的持續捐獻，間接來資助日本學生，創造更加圓

融的國際交流，是一個值得慶賀與讚許的善舉。今年，非常高興的是CP Health 獲選為第八屆台

灣扶輪米山會的理事長，這是多麼令人讚許的一項榮耀，也是文心社的榮耀。我們都會與有榮

焉。在此，祝賀CP 即將光榮上任，文心社一定支持你。 

 

 

  

 

 

 

 

文心慢跑社的傳承與活力 

    慢跑健走社是目前文心社規模最大的次團體，集合的人數高達80多位，尤其是集合社友、

寶眷一同參加，號召力最大，活動力最充足，幾乎每周每月都有活動。而且是個個體力充沛，

健康有餘。因此，滿跑的活動，我認為是凝聚社友情誼與興趣的重要活動之一，彼此互相鼓勵

與加油，更添社友間的感情是重要因素。看到南投馬拉松，社友們非常踴躍的投入，而且在加

油當中，可以看到每位都是有備而來，衝勁十足，藉由鼓勵加油，成績越來越好，越跑越快。

洋溢著陽光的歡笑與顯眼的文心短衫，越看就是越有精神與增加文心的健康形象。社友若是對

慢跑有興趣，期望你們可加入，目標是100人喔!當然，有的是登山活動參加，也是一種健康的

活動。感謝Grace與Interior 對慢跑社的用心與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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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象組的爐邊會 

    11-12月的爐邊會，已經開始了!其實，可以看到每兩個月的爐邊會，都可以如期的舉辦，

這是不容易的。尤其是社友們各有不同時間與工作的安排，可以依照原先的安排，各自舉辦聯

誼，實在是辛苦。不過，慢慢的，我可以看到社友與寶眷們彼此的認識與打招呼、關心，就是

這樣才能培養出合作的感情與關心。很高興參加水象組的爐邊在12/2，大家相約陸續地到達餐

廳，非常好停車，空間寬敞，又有隔間處理，因為是周日，所以這個餐會，顯得十分悠閒，大

家寒暄談天，討論的話題總在生活上、工作上、娛樂上、經濟議題上打轉，這是一個相當愉快

的周末，與社友寶眷們共同來議談，時間寬裕，話題性十足。感謝今天的爐主Sigma, Balance 的

籌辦，還有水象組的社友們的支持參與，請大家要踴躍出席，讓主辦者有感到主人家的幸福與

快樂，再次感謝他們。 

 

 

 

 

 

 

 

 

你來參加扶輪社，就是【交朋友】【作公益】，祝福社友廣交更多好朋友，伸手作公益更有福

氣。 

               社長 Chuck  祝福大家 



第 600 次例會出席率統計 
  社 員 人 數      66 人(61+寶眷社友 5 人) 

  出 席 人 數      26 人 

  補 出 席       8 人 

  請       假       0 人 

  出 席 率         56 % 

上週未出席社友~ 

             我們想念您 
Charity, Health, Dragon, Albert, Young Bank, 

Minna, Book, Lawyer, Dental, Elaine, Bernie, 

Insurance, Heater, Thomas, Vinson, Oliver, Lili, 

Eco, Peter, Attorney, Alan, Arch, Sigma, Grace, 

KK, FP, IS , BMW, Building, Kenny, Cotton, Spine, 

Power, Vet, Lease 

例會節目預告    
第602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2018 年 12 月 19 日(星期三) 

1.社員大會：第 13 屆理監事、社長提名人選舉 

2.社務行政會議~社務漫談 

第603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2019 年 1 月 2 日(星期三) 

〝寶眷日~1 月份生日及結婚紀念慶祝〞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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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A-1 分區台中市政扶輪社授證 7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2018 年 12 月 7 日(星期五) 17：30 註冊聯誼  18：30 例會開始 

  地點：潛立方旅館-台中市西屯區安和西路 69 號 

  出席：家庭懇談會-土象組：組長 CPA、組員 Albert、Doctor、Kelvin、Building、CAD、Spine、 

Power、Judy、Chuck、Tom Cruise、Minna。  註冊費：@1,000 元   

▓A-1 分區台中省都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2018 年 12 月 8 日(星期六) 17：30 註冊聯誼  18：00 典禮開始 

  地點：台中文化創意產業園區 聚知堂 

  出席：家庭懇談會-風象組：組長 IS、組員 Vinson、Peter、Heater、Leo、Eco、Alan、KK、

Oliver、Education、Janice、Artist。  註冊費：@1,000 元 

▓姊妹社台北中原社主辦亮點計劃~向日農場裝修案捐贈儀式 

  時間：2018 年 12 月 9 日(星期日) 09：30-10：00 聯誼 / 10：00-12：00 簡報介紹園區，捐贈儀式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大湖街 143 號旁    ※歡迎新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姊妹社台北中原社聖誕晚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15 日(星期六) 17：50 註冊 / 18：00 晚會開始  

  地點：台北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天嵐廳-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主題：『今天就是我的舞台-最佳男主角&女主角』   餐費：來賓餐費@1,000 元 

▓火象組家庭懇談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日) 11：30~14：00  /  爐主：Johnny & Value 敬邀 

  地點：西屯區龍富 20 路 33 號 (龍富 20 街與龍吉街口) 

▓台灣畫話協會参訪暨捐贈儀式 

  時間：201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09：45 報到 / 地點：霧峰光復新村文創區(霧峰信義路 2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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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察報告 
歡喜箱：  

Chuck 

1. 恭喜 Kelvin 銓寶公司登錄興櫃。 

2. 恭喜 Education 熱愛生命協會 2 位學生獲得英雄獎。 

3. 感謝寶眷與社友參加抓中藥的活動。 

4. Janice 演講精彩，全國廣播超棒的，我公司的員工每天都是跟全

國廣播歡樂一整天。 

5. 歡迎台北民樂社 Emily, 台中東興社 Champion, 台中西北社

Bakery, 陳蓓琴小姐蒞臨。 

1,000 

Doctor 

1. 歡迎遠道而來的各位貴賓。 

2. Janice 演講精彩，一直是全國廣播的忠實聽眾，現在更愛全國廣
播了。 

500 

Education 長知識，演講精彩，讚！讚！讚！ 500 

Interior Janice 演講精闢，全國廣播，讚啦！ 500 

Judy 謝謝 Meiji 幫忙代班糾察，感恩！ 1,000 

Johnny 

1. 歡迎台北民樂社 Emily, 陳蓓琴小姐來文心社觀摩，也謝謝台中
東興社 Champion, 台中西北社 Bakery 的介紹。 

2. 謝謝 Janice 的職業分享，瞭解電台產業的發展。 
500 

Lexus 

1. Janice 職業分享太棒了，讓我瞭解電台媒體的影響力，車上廣播
電台請調 106.1。 

2. 歡迎台北民樂社 Emily, 台中東興社 Champion, 台中西北社
Bakery, 陳蓓琴小姐蒞臨文心社。 

500 

Leo Janice 演講精彩，受益良多！ 500 

Roger 
1. 全國廣播台柱 Janice 分享成功行銷經驗，內容精彩，收獲良多。 

2. 歡迎新朋友蒞臨，希望一試成主顧喔。 
1,000 

Sharon Janice 演講精彩！ 500 

Value 

1. 恭喜 Kelvin 銓寶公司登錄興櫃。 

2. 我愛全國電台 106.1。下禮拜大家就都可聽到博克萊的廣告，
完美的家在博克萊，謝謝 Janice 演講精彩，記得~全國電台 106.1 

3. 買個廣告，邀請火象組家人參加 12/16 中午由 Johnny&Value 舉
辦的家庭懇談會。我愛全國廣播電台 106.1！ 

500 

 合計 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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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專欄 

2018 扶輪米山秋季旅遊 

王飛龍 PP Dragon 

    照往例，吳理事長夫人(暱稱: 香香旅行社)，又規劃了米山獎學會秋季旅遊，這次的目的地是

台東，一個台灣西部人較少去屬於一個純天然景觀之旅，充滿了期待。然而預定旅遊的日子越接

近，超強烈的颱風「山竹」也逐步進逼，看到它在關島肆虐的景象，令人怵目驚心，心中充滿了

不安。然而吳理事長夫人很有把握地說，每次米山獎學會的旅遊一定會好天氣，叫大家放心；事

後證明：颱風「山竹」硬是被往南壓，對台灣的東部影響非常小；更令人嘖嘖稱奇的事是：途中

雖然有風雨，但是我們到了旅遊景點，下了車風雨就停了。建議吳理事長夫人可以改行去做天氣

預報專家。 

    這次旅遊兵分兩路，分別經由北迴鐵路、南迴鐵路到台東會師。我採行的路徑是經由南迴鐵

路，十點鐘到了高雄車站，大家都已經到了，江教授統一保管的火車票也分發到個人手上。經由

南迴鐵路到台東本來預計有十人，有一人缺席，但是昌殷十

一月大的小 baby 算進去實到還是十人，包括了江哲銘教授

夫婦、蔡昌殷家族三人、張瑞雄、今年獎學生小島和華子和

烏谷亞紗子小姐、我及我太太。因為陳姿秀教授被學校操到

身體欠安，少了她，車上歡笑聲少了很多；這是任職私立學

校的悲哀，退休不但沒有十八趴，學校常以少子化為理由，

節省開支為理由把一個人當兩個人用，退休後只剩一趴，趴

在床上不能動。 

    列車經過枋寮後已經進入了南迴鐵路，南迴鐵路的山洞很多，加上外面的風雨，大家比較專

心地享用吳理事長夫人定的鐵路便當，以及她為我們準備的零嘴。這時也傳來了，由吳理事長親

自率領的，在北迴鐵路上的二十名學友們的相片；吳理事長夫妻、前理事長陳思乾夫妻、孫松慶

家族三人、王全祿家族四人、王翰賢家族三人、黃世欽、張逸崑、呂佩玲、林秀光以及獎學生朝

野嵩史和小菅理沙小姐；相片中的每個人都充滿了愉悅的的表情，不過其中便當的照片比較吸引

我們的注目，覺得北迴鐵路的鐵路便當比南迴鐵路的好吃，不知道他們的想法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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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了大武隧道，就沿著海邊行進，沿途

的大武、知本、太麻里等地名，對我而言非

常的懷念，很久以前服兵役的時候，就是衛

戌東海岸，定期會舉行東海岸的南北會師，

經過的路線與今天的行程類似，只不過當時

是用行軍的方式；經過那麼多年，窗外的景

色還是那麼熟悉依舊；很矛盾的，沒有開發

反而是一件好事。出了台東車站，北部的學

友們已經先到了，兩方人馬匯集，完成了南

北會師的創舉。照了大合照之後， 搭上遊覽車開始了今天的行程。 

    今天的行程很特別主要的參觀景點是：法務部矯正署的所屬單位，即一般人所稱的監獄，這

都是吳理事長以前服務過的單位。他表示：一般人對於獄政的看法，大都是停留在古典刑事政策

的懲罰性觀念裡面，認為不就是把犯人關起來就好

了嗎？現在的獄政主要工作在於矯治工作，終極目

的在於幫助犯罪人悔改向善、學得一技之長，期待

能回歸社會。首先遊覽車在東成山莊(東成技能訓練

所)外面繞了一圈，雖然沒下車進去參觀，但是可以

看到他在當所長時所種的樟樹已經長大成需要兩人

環抱。 

    接著遊覽車開進了台東戒治所的武陵分所，吳

理事長的安排下得以入內參觀。這種外役監獄，有

農場、畜牧場、手工藝訓練場等等作為受刑人學習

技能的地方，居住的房舍蓋得很像渡假村，整理的

乾乾淨淨的，曾有遊客要求在裡面住宿。 

    在入口不遠處有一座「文物廰」，裡面陳列了一

些相關的文物，但是大家都被裡面的咖啡香所吸

引，原來這裡兼為複合式咖啡廳，在入口門楣上還

掛著「台東武陵咖啡」的匾額。這裡的咖啡命名為

「監獄咖啡」，都是受刑人從種植、採收、到成品都

是一手包辦，有不同的烘焙方式，所以可以品嘗到

不同口味的咖啡，而且非常便宜一杯五十元而已，

真的物超所值；不喝咖啡的人還有花草茶可以點。

除了現場品嘗之外，還有咖啡豆、外加自己養殖的

土雞可以購買。這裡的服務人員全部是受刑人，服

務的態度非常的良好，與客人的互動也彬彬有禮，

可以看出這裏矯正的成效，期望他們以後可以順利

回歸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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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途中，我們也在吳夫人推薦的「梨迦初走」的飲料店作停

留，這是一家青年回家創業的一個典範，店名是取台東的名產梨

子、釋迦、初鹿牛奶組合而成，裡面陳列了一些初鹿休閒農產品，

這些產品也都是一些回鄉創業青年所生產的，因此漸漸的帶起了台

東觀光的發展。店裡的特色是由純牛奶製成的霜淇淋，純濃香郁的

口味讓大家回味無窮。 

    參觀了這些景點，我們就住宿在鹿鳴溫泉酒店。酒店入門口的

裝潢有濃濃的部落風格，原住民臉部的圖騰，以及枯木的藝術，很

吸引人，尤其是一段大大的樟木擺設最為珍貴，據說價值兩百多

萬，雖然為枯木樹根，但聞起來還有淡淡的樟腦味。進了酒店，就

可以看到為我們製作的歡迎看板。 

    分配了房間，略作休息，就到一樓進餐。房間很寬闊，從窗外望去，台東縱谷的美景盡收眼

裡。既然叫溫泉酒店，所以每個房間都有溫泉浴池可以泡澡；如果嫌泡得不過癮，還可以到六樓

泡裸湯，其內有三個池子，中、高溫和冷水池不限時間隨你泡個夠，因為屬於限制級所以無法提

供照片。 

    晚餐是自助吃到飽，食材是當地自產所以很新鮮，其中養生菜園所生產的蔬菜最受歡迎，有

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蔬菜據他的說明很養生，還要排隊才吃的到。 

    晚餐後，吳夫人招集大家在大廳集合，說有事情要宣布，大家都懷著懷疑的心情等待他的宣

布，突然吳夫人把獎學生小菅理沙小姐叫到前面，替她戴上尖帽子要大家唱「生日快樂歌」，這時

大家才明白今天恰巧是小菅小姐的生日，於是祝賀聲不斷鬧成一片，小菅小姐也回送我們每人一

個銅鑼燒作為答禮，說道：「這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生日派對。」。只是她的男朋友會不會吃味？ 

 

 

 

 

 

  

 

 

    翌日早晨，天空作美可以騎自行車暢遊著名的伯朗大道，下過雨空氣特別的清新，吸飽了芬

多精容光煥發，在伯朗大樹下鐵馬一字排開，女的比林志玲漂亮，男的比金成武帥，留下難得的

影像。前方的風景以及名符其實的鹿園，都令人難忘。路邊一棵木瓜樹結實磊磊，「欲求不滿」的

張逸崑秘書長竟然伸出了祿山之爪摸了幾下，捨不得放手，可能是這次孫松慶帶了家眷，兩個人

昨晚沒有搞失蹤的緣故。 

   今日重頭戲是參觀布農部落的農場。農場裡除了一般的蔬果及畜牧養殖可參觀之外，以歌舞表

演及餐飲都不可錯過。歌舞表演中以「祈禱小米豐收歌」最為吸引人，這首歌是一首布農族傳統

祭典音樂，是以多聲部和音唱法，由低漸漸上升，一直唱到最高音域的和諧音，非常令人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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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農族人稱「祈禱小米豐收歌」為(Pasibutbut)，與漢語「八

部合音」發音類似，被人誤稱為「八部合音」，不管是否真的為八

部合音，其合音真的很難聽到。據司會者表示：布農族原來居住

於中央山脈兩側，是典型的高山民族，在日本殖民時期，是台灣

原住民族中最後歸順日本的一族，也是抗日時間最長的一族。從

高山被迫遷移到目前低海拔地區，使族人幾乎無法適應而滅族，

目前族人勵精圖治希望能在這個地方存活，布農部落的農場因而

誕生，希望大家能大力支持。他又說到：掀起台灣棒球運動的紅

葉少棒隊，就是布農族的小朋友組成的；後來雖然被蒙上超齡的

陰影，但是對台灣棒球運動貢獻是不可抹滅的。午餐就在布農部

落農場的餐廳解決，吃的是當地的風味餐，雖然比起酒店裡的有

所不同，而且毫不遜色。 

    酒店的老闆，好意的邀請我們到他經營的茶園去參觀。他生產的茶是鹿野茶區的特產「紅烏

龍」，採用有機農法，一律不使用除草劑、農藥，連化肥也不施，他表示：一方面得天獨厚於鹿野

地區氣候，另一方面他採用的自然農法，將一般人認知的雜草當作鬆土機，鬆軟了茶樹根部附近

的土壤，更有利於茶樹的成長。「紅烏龍」是茶業改良場台東分場，因應近年來台茶受到進口茶的

衝擊，為突破鹿野茶區困境，研製出來的，它是利用茶區嚴選一心二葉茶芽，以手工方式採摘的

茶菁為原料，經過重度發酵而成，主要的特色是冷熱泡皆宜，特別是冷泡法更能凸顯滋味的甘

醇，茶湯水色呈現琥珀橙紅、明亮澄清有如紅茶，滋味卻是烏龍茶風味，有別於一般烏龍茶，故

命名為「紅烏龍」。茶味厚重具熟果香，滋味醇厚圓滑、富有活性、耐泡、甘醇，為冷飲茶的上選

材料。大家試飲後讚不絕口，大包小包的帶回家，為鹿野地區的經濟盡一點心意。 

    最後我們去參觀福鹿山高台，以前是飛行傘的重鎮，可以看到起跑的斜坡，目前卻被鐵鍊圍

起來了，據說是被正夯的熱氣球所取代了。九月份才到這個地方，這兩種運動都已經結束了；從

高地往下看，連綿的都蘭海岸山脈、波光嶙峋的卑南溪以及台東縱谷形成了一副美麗的圖畫；幻

想著，如果能搭上熱氣球或飛行傘，遨遊天際俯瞰大地那將會是如何的逍遙與愜意。看飛行傘後

方的福鹿山休閒農莊，是一個休閒農莊可以露營、烤

肉等戶外活動。入口處是一家商店，販賣各式當地的

農特產，可以讓遊客盡情試吃；這裡出產的茶叫做

「福鹿茶」，茶的種類除了「紅烏龍」外，尚有烏龍

茶、金萱茶、翠玉茶等可供選購。此地東望海岸山脈

都蘭山，西臨中央山脈，高度約 300 公尺，因為地勢

特殊，相對溼度夠，日夜溫差大，冬茶產季比高山茶

晚一個月，春茶又比高山茶早一個月，其「早春晚

東」的特色，更是各方愛茶人士的最愛。 

    遊覽車送我們到台東車站，分別搭上了南下或北上的列車，結束了這兩天一夜充實的旅程。

再次感謝香香旅行社精心的規劃與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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