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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例會節目 
 

社員大會 

第 13 屆理監事、15 屆社長提名人選舉 

社務行政會議~社務漫談 

【發票人：IS ； 監票人：Meiji ； 唱票人：Book； 計票人：CPA】   

  

 

 

 

 

 

 

 

 

 

 

 

 

 

 

 

 

 

 

 

 

 

 

 

 

 

 

 

 

 

 

 

 

 

 

 

 

 

 

 

 

第 602 次例會        2018 年 12 月 19 日 

第 12 卷˙第 11 期 

感 謝 台 中 社 廖 勝 揮 P E  L i g h t i n g 分 享 地 區 扶 輪 之 子 概 況   

本週例會 司儀~Education ‧ 糾察~Johnny ‧ 接待~Ja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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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專欄 

例會見面的機會少了，平日的活動相聚卻是多了。 

一切的改變只為了相信更好。 

2018-19 社長   周志憲 Chuck 

    進入了12月，感到活動越來越多，有時真的是有點嘎不過來，加上多次的出國天數，有些

活動無法參加,感到遺憾與抱歉，每次只要是代表文心社的對外活動，總是感到光榮，因為有這

麼棒的社務形象，大家對文心社真是讚賞有加，所以，腰桿挺直，文心社總是驕傲，我們還是

加油，多多參與社內社外活動。以下幾項活動，提供給社友參考，感謝很多的社友幫忙與參

加，讓文心社更具有活力與生命力。 

協助更生向日陽光農場修建案 
    在12/9一大清早，由服務主委KK與副主委Interior一行人前往台北，參加由中原社主辦，文

心社協辦的更生向日陽光農場興建案的啟動儀式，向日有機農場位於台北市內湖區的半山腰

上，是一個台北城市農場，源由來自農場主人許有勝先生，曾經在年輕時走錯路，使認識他的

人都對他非常失望，也因此連居住都有問題。在失去親人與朋友的關懷，有面臨經濟龐大壓力

之下，他有機緣地接觸到佛法，發想出利益眾生，發心開展有機概念，因此起心動念的開始經

營有機農場。一路辛苦經營，初期未獲得親友的認同，一路坎坷，在每個轉折都承受龐大壓

力，但他卻堅持做對的事情，終於多年後，頗有收穫，並通過財團法人慈心有機農業發展基金

會的驗證通過。 

    "向日有機農場"名字來源，許先生以師父日常法師"向日"依止師父的教法，在農場內種植

的向日葵，象徵面對陽光永不放棄，故取名"向日有機農場"。 

「一個人從只為自己發心要利益眾生，需要有多大的勇氣？」 

「一個人從低收入戶決心開闢有機農場，需要多大的決心？」 

「一個人從難行能行，難忍能忍，堅持到底做對的事情。」 

此次，由台北RID3521區，姊妹社中原社等7個扶輪社，加上RID3461文心扶輪社聯合捐助，配合

採用地區獎助金的模式，合心合力同捐贈「向日陽光農場的裝修案」，這是RID3521地區亮點計

畫，文心社與中原社的友誼深厚，有機會可以兩社協辦是友好的交誼，對於兩社一起做公益攜

手共創扶輪精神立下了更深的情誼。活動雖然舟車勞頓，社友可以一起參加此次活動，深感扶

輪公益精神確實是一步一腳印。 

    如果有機會前往台北，可以用半日的行程前往走走，確實會讓你感受到大自然生態與修心

平靜的氛圍環境。 

    感謝: KK, Interior, Sharon, Lease, Janice與Education熱情參與，讓北部的天氣帶來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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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發公司職業參訪 
    12/5是第二次的企業參訪行程，由社友Vinson規劃相當專業的企業參訪，社友數十位參加，

同地區文教社一同參與此次企業參訪，參觀人士相當可觀，是一次相當成功的企業參訪行程。 

    中聯發電器有限公司，成立於1983年，初期以辦理進口音響、喇叭、日本家電等商品為

主，致力引進各國高品質新穎高科技音響器材、家電商品進口，讓台灣消費市場與國際接軌，

提升生活影音娛樂，讓消費者享受到『最好、最美』高品質產品。王麗珠董事長深耕中部地

區，結合國內外知名品牌大廠與同業先進一致共同的目標，要把世界各國『最好、最美』視聽

音響、家電用品都能夠在台中旗艦館呈現出來，讓廣大消費大眾在購買新商品時都能夠真正得

到商品『知』的權利。所以可稱為是精品中的精品，所有家庭、企業需要的音響、視聽、家

具、器具都可在此一次買足。 

    王麗珠董事長親自接待，並派專員解說總部內的各項產品，解說相當清楚、鉅細靡遺。對

於生活藝術美學的新品味，令人感到無比驚豔。各式的傢飾、音響、空調應有盡有，環境擺飾

相當豪華與精緻，就如同參觀豪宅一般，是一場相當具有美感的深度之旅。對於未來有新屋的

需求或是增購的需求，是非常有益的產品認識之旅，獲益匪淺。文教社此次與文心社首次合作

職業參訪，對於同地區兩社聯合參訪，也為日後與他社的聯誼立下典範，若是口碑不錯，相信

將會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合辦，對於受參訪的機關單位，會更容易招呼，因為人數多，也會有很

好的企業形象，可謂是雙方都有益處。(在中聯發公司企業臉書已經上傳美美的參訪照片) 

    感謝：聯誼副主委Vinson，服務主委KK，分區助理總監Lexus, CP Health, IPP Minna與社友群

的熱情參與，文教社社長Shaun與社友們的共襄盛舉。 

 

 

 

 

 

 

中寮龍鳳瀑布登山慢活之旅 
    你應該知道，目前文心社的登山慢跑馬拉松隊的成員已有83人，遠

遠超過社友人數，是集合社友與寶眷的最大族群，所以每次的活動是精

采可期，且活動的動員已經超過社內舉辦的活動規模，因此，活動因為

在健身、休閒、運動方面深深吸引著社友們期待。在12/16 舉行的中寮

龍鳳瀑布健行採果之旅，參加人數眾多，許多的社友家庭全員參與，半

日遊的型態，有健走，登山，賞景，採果，可謂老少咸宜，全程感到輕

鬆，若是時間允許，參加此類型活動，一定可以更促進家庭和諧與社友

情感聯誼。社友Artist 與王大哥也參加此次的健行，對於社內的活動感

到有趣，從中認識更多社友與寶眷也感到新鮮，相信，很快的將會與社

友們有更好的互動。也期待社友們對Artist要好好關照。 

    感謝: PP Meiji 與 Interior的熱心安排與籌劃，相信每位社友都十分

推崇與讚賞此次活動的安排，對於下次的活動，大家更是滿心期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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曉明扶少團的信望愛活動 
    除了文心社自辦的活動以外，扶少團也動起來了，以往成員不多，現在團員人數達92人，

各個生龍活虎，充滿活力，例會與活動的舉辦有聲有色，一點都不馬虎。我個人覺得不輸給文

心社的uncle、Antie，尤其在課業繁重，時間寶貴的狀況下，他們的熱烈參與都會讓我覺得嚇一

跳。12/16曉明扶少團聚辦社會公益服務，地點是后里區的信望愛智能發展中心，他們的活動有

園區介紹，控窯與院生聊天，志工服務環境清潔，節目緊湊，自行籌辦活動，真是可以感受到

他們的期待與付出，我想應該是比在學校上課更加精采很多吧。 

    到目前，曉明扶少已經共同參加多次的文心社活動，包括國

際清潔日，扶輪路跑嘉年華，中日扶少交流活動，反毒宣傳短片

製作，你可以想像，年輕人與新世代，他們的期待與努力是不容

忽視的。我們也一起為他們加油! 

    感謝: 扶少主委Interior，李老師的用心協助，扶少主委幹部

們的努力。 

 

 

 

 

 

 

 

 

台北中原社的聖誕晚會 

    12/15 姊妹社台北中原社的聖誕晚會，每年都會邀請文心社

參與，已經歷時七年了。他們也邁入了第 19 個年頭了。可謂正

是風華絕代、青春洋溢的社齡。目前社友約 40 位，社長 Johnson 

體力耐力十足，是一個十分成功的企業家。這次的聖誕晚會主題

是金馬盛會迎聖誕，穿插很多的影片或是角色扮演，所有知名的

國際巨星，影劇歌星，都全部到場，包括非常搶眼的主持人出場

秀，更是精彩。提供的獎盃也依樣如同金馬獎盃打造，不惜重

資。串場的拉丁弗朗明歌踢踏舞表演與國際標準舞、Agogo 舞

技，帶動全場一起歡樂，實在是相當精采。這也是每年參加的文

心社友嘆為觀止之處，安排與籌劃，如此縝密與仔細的節目安

排，非短時間與默契能及。如果時間允許，社友有機會可以多多

參加，一來可以觀摩，二來可以一同歡樂，三來可以多多認識姊

妹社，可多作社外交誼。 

    感謝：未來的新社友陳蓓琴小姐的伴手禮，2018 年台中伴手禮首獎。讓文心社臉上有光，也

是文心社之光。IPP Minna 帶領社友們可以與中原社交誼更加熱切。Dental 感冒嚴重，還是情義相

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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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象組的爐邊會 

    在 12/16 周日的早上，陽光相當溫暖，原本以為是

寒流來，卻來個夏日般的太陽天，一切都是為今天 PP 

Johnny 與 Value 的爐邊會。十分隆重的安排，有白色蓬搭

架，紅酒、點心、自助餐、美麗的桌椅安排，在豪宅的花

園迴廊中自在可以欣賞精雕細琢的雕樑畫棟，金壁輝煌的

巴洛克建築，這場爐邊會真是精心設計，社友的福氣啊。 

    大夥都認為，為了此次爐邊會耗資 20 億元來精心籌

畫，真是太感動了，也是我們的福氣。想當然爾，參觀豪宅是必當行程，大夥從上看到下，從下

看到上，不斷的驚嘆聲，實在是太高檔與太精緻了。有算是一趟超棒的世紀大創作的建築之旅。

Value 以其專業的經驗解說建築與建材的優異性。實在是令人感到動心。 

    所有社友寶眷在美酒、美屋、美景的環境中，閒話家常，有說有笑，主人家十分用心的膳食

安排，讓每位組員都感到畏懼，因為，誰敢辦下次的爐邊會呢?因為太豐盛了!! 不過，在酒足飯

飽之後，留下美美的合照，看來大家是相當滿意，回家籌錢，準備來下訂了。 

    感謝：PP Johnny, Value 精心籌畫。祝福當天壽星 FP 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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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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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補 出 席       8 人 

  請       假       0 人 

  出 席 率         62 % 

上週未出席社友~ 

             我們想念您 
Albert, Judy, CAD, Dental, Bernie, Insurance, 

Heater, Thomas, Chuck, Vinson, News, Oliver, Lili, 

Eco, Peter, Attorney, Arch, Doctor, Art, FP, IS , 

BMW, Kelvin, Tom Cruise, Kenny, Cotton, Spine, 

Power, Vet, Lease, Banker 

例會節目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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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齡族運動訓練處方 

演 講 者：陳明毅  先生 

現    職：私人健身教練 

第604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2019 年 1 月 16 日(星期三) 

專題演講：聽 Brand 講 Brand 

演  講者：王麗蓉  小姐 

現    職：美門整合行銷有限公司  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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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風象組家庭懇談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21 日(星期五) 晚上 19：00   

  地點：金色三麥 台中市政店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20 號) 

  爐主：Leo & Eco 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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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總監盃羽球邀請賽 

  時間：2018 年 12 月 23 日(星期日) 下午 13：00~18：00  

  地點：大墩羽毛球館 (台中市南屯區大墩 12 街 1000 號) 

  參賽：Dragon，Sharon 伉儷，Leo，BMW，Doctor 

▓2018 文心扶輪社食酒聚與高球隊年終晚會 

  時間：2018 年 12 月 28 日(星期五) 晚上 18：35〜21：30 

  地點：香港小廚 (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 235 號) 

  報名費用：600 元/人，若有繳交高球隊年費之社友，其費用由高球隊統一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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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察報告 

歡喜箱：  

Chuck 

1. 感謝 Lighting 蒞臨演講，分享扶輪之子活動心得，文心社目標 30

位，希望可以達成！ 

2. 歡迎日本友好社相模原中扶輪社阿部桑及藤原利夫桑蒞臨。 

3. 歡迎陳蓓琴小姐第二次參加例會。 

4. 恭喜 CP Health 當選台灣扶輪米山會理事長。 

5. 感謝 KK、Vinson 帶領社友前往中聯發作職業參觀。 

1,000 

Book 
1. 感謝地區扶輪之子主委 Lighting 分享精彩，歡喜做甘願受。 

2. 請多多協助 Inbound 學生家庭接待。 
500 

Eddie 
1. 謝謝台中社 PE Lighting 地區扶輪之子概況分享。 

2. 歡迎相模原中 Abe 桑及 Fujiwara 桑與二位來賓來文心社例會。 
500 

Health 

1. 歡迎台中扶輪社 Lighting 蒞臨演講。 

2. 歡迎日本友好社相模原中扶輪社 Abe 桑及 Fujiwara 桑參加本社

例會。 

500 

Interior 恭喜 CP Health 榮任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第八屆理事長，實至名歸。 1,000 

Johnny 
很開心台中扶輪社 Lighting 來分享扶輪之子的經驗，作善事要讓人

知道，讓世界更和諧。 
500 

KK 

1. 恭喜 CP Health 榮任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第八屆理事長，實至名

歸。 

2. 歡迎日本友好社相模原中扶輪社阿部桑及藤原利夫桑蒞臨。 

3. 歡迎美麗的蓓琴加入文心社。 

1,000 

Lexus 
感謝台中社 Lighting 蒞臨文心社分享人生經驗，佩服您事業成功，

回饋社會，值得學習。 
500 

Minna 恭喜 CP Health 榮任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第八屆理事長，文心之光。 500 

台中社 Lighting 車馬費回捐，歡喜一大筆！ 2,000 

 合計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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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專欄 
 

遇見向日農場：更生少年重返社會翻轉生命 

服務計畫主委 / 嚴宏偉 KK 

    12 月 9 日星期天一早七點出發北上，謝謝服務計劃

副主委 Interior、Education、Lease、Janice 的協助陪同，加

上 KK 本人一共五人一路高速公路很順暢的來到台北市

內湖山區蜿蜒的道路。 

    當天早上活動是要來參加國際扶輪社 3521 地區台北

中原社、首都社、新都社、中聯社、永都社、芝山社、

仰德社和我們自己 3461 地區台中文心扶輪社的扶輪基金

會地區獎助金人道援助計劃，協助更生向日陽光農場修

建案捐贈儀式；這個內湖山區經營邁入第七年的向日有機農場，農場規模不大，純有機的培育方

式增添了田裡的綠意，農場主人許有勝說：「這個農園，是所有同行善友的心血結晶。」 

    內湖向日農場園主許有勝，年輕時因輟學加入幫派、吸毒和賭博等而誤入歧途，將繼承自父

親的家產散盡，仍帶不回流連在道上的心，直到經濟陷入苦境，且害怕女兒步上自己的後塵，感

到十分惶恐，為了女兒的教育，不願看見她沉淪，才下定決心戒毒。在當時手頭不濟、諸事拮

据，直到遇見信仰，因為福智團體的同行全然的接納與鼓勵，讓他們父女打開心房，透過學習心

靈的提升而改變了生命，一步步地脫離過去的迷惘。 

    「向日農場」的命名，是期望走向陽光，給自己及他人溫暖、光明、希望。除了投入有機農

業，園主許有勝更發願要以自身的經驗，幫助正淪陷在毒品中的更生人走出黑暗，迎向光明。現

在農場有幾位戒毒的大孩子，跟著許有勝同住做農事，他希望藉由 24 小時的陪伴，關懷這群年輕

人重新找到生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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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樂中寮．登山健行採果趣 
何淑鈴 PP Meiji 

    登山健行隊長 Interior 在年度初，就和我敲定中寮龍鳳瀑布健行活動日期。他於活動舉辦前一

個月邀 KK 和我夫妻相約勘路採線，並規劃輕鬆愉快的登山採果購物遊行程。Meiji 的阿娜達也為

了讓諸位都會佬享受鄉間採果樂，提前和當地農家預約認購不同類種的柑橘 10 棵，供大家親手採

果。 

    12 月 16 日的活動有別與以往的登山健行是先吃午餐開始展開活

動。上午 11 點半左右大家陸續到達交流道附近的中原小館集合，餐廳

雖小，但後院一片綠意田園，大家邊欣賞窗外的栗南瓜田，邊品嘗當

地蔬果做成的鄉村料理，量多美味又實在，滿足每個人的胃口。飯後

驅車走投 17 號縣道沿線欣賞壯麗山景，不知不覺來到中寮最美的清水

小學，校舍是一排小木屋，操場仍有令人懷念的大象溜滑梯，大家坐

在教室旁木造座椅，一口口吃起當地退休校長栽種的有機鳳梨和中寮

水果還有龍眼乾。香甜的鳳梨、爽口的農產品竟讓社友夫人們荷包大

失血、採購再採購。 

    飽嚐當地水果後，由 Interior 隊長帶領大家到中寮知名景點龍鳳瀑

布登山健行，山路兩旁樹蔭茂密，走起來輕鬆愉快，很快就可遙望到

細細長長的鳳瀑布和龍瀑布和天空步道，大家不免俗拍照留下很多記

念。 

    傍晚時分來到 Meiji 的小農舍喝茶聊天，欣賞山景，觀看整串香蕉

解剖秀。原本是 Meiji 姑爺要解剖香蕉給大家當伴手禮，結果

Lawrance、Interior、Building 終究磨刀霍霍也下場揮灑，全場歡笑聲不

斷，每個人都將 Roger 贈送的環保袋裝得滿滿的有機香蕉回家享用。 

    此次的壓軸行程是到附近農園親手採摘水果，夕陽下和風中，社

友寶眷手持剪刀興奮的將一個個珍珠柑、佛利檬、柳丁…剪下來往袋

子裡放、ECO 的寶貝 Oscar 也和大家快樂採果初體驗，每個人提著豐

收的中寮水果愉快的返回甜蜜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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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來賓蓓琴、佳惠小姐蒞臨  

秘書 Sigma 報告 社長當選人 Charity 報告 社員主委 Roger 報告 

12 月生日及結婚紀念慶祝 

Education 介紹 Speaker 
台 中 社 Lig h t i n g 社 友 

歡迎日本友好社相模原中扶輪社阿部桑及藤原利夫桑蒞臨 

頒發交換學生 12 月份零用金 

Cynthia 介紹野鳥協會贈送精美月曆 RYE 主委 Book 報告並邀請社友踴躍擔任交換生接待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