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週例會  司 儀～ 秘書 Value ‧ 糾 察～ PP Edd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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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22 次例會     2019 年 10 月 16 日     第 13 卷˙第 8 期       
 

第 621 次例會節目 
 

寶眷日~10月份生日及結婚紀念慶祝 

1.扶輪ABC~ PP Minna主講 

2.專題演講：麗莉姊的人生及心內話 

演 講 者：林麗莉Lili  社友 

本週例會節目 
 

1.扶輪ABC ~ PP Dragon主講 

2.職業分享：丰亨豫大 丹青妙手 

        用糕餅豐富您的幸福人生 

演 講 者：陳蓓琴Peggy  社友 

現    職：丰丹嚴選本舖(股)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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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專欄 

2019-20 社長   陳彥伯 Charity 

Charity*20  CP Health*10  Johnny*30  Interior *10  

欣恬*5  KK*10  Value*5  Building*10  LEO *10  

Book*10  Eddie*10  CAD*10  Roger*10  IS*10   

Alan *5  Balance*10  Peggy*10  CPA*10  Artist*5  

Tom Cruise * 10  Spine*5  Lease*10  FP*10  

Thomas*10  Eco*10  Lili*10  Lexus*10  Judy*10  

Vet*20  Albertx10  Art*10  Minnax10  Elaine*10  

Attorney*10 

 

    上面這是前幾天在群組發起【2020 愛您愛您、讓愛上餐桌】活動，為社會弱勢家庭募

集年菜的認捐名單，過程中，大家對弱勢的關懷與對社會付出的熱心，讓我深深的感動與驕

傲，文心社的成員真的不愧為優質的扶輪人。 

    根據台灣的統計數據，政府補助低收入與中低收入人口的比率約 2%，相較國外人口扶

助比率約 7%–10%，意味著在我們周遭有一群需要幫助卻因某種主客觀因素，得不到政府

補助的邊緣戶，仍然需要我們的幫助。而這種情形，又以歲末年終之際，看到家家戶戶歡欣

團聚過年，對於獨居長者和弱勢邊緣家庭，一頓充滿年味的除夕晚餐，或能稍解人們心中的

缺憾。 

    這次 2020/01/18 的活動，我們將依據 RI 的年度主題《扶輪連結世界》的精神，與建置

全國第一個實體食物銀行紅十字會台中市支會合作，藉由他們在長期照顧領域的經驗，對低

收、中低收、身心障礙與獨居老人的服務範圍，讓國際上最具知名度的兩大社團，扶輪社與

紅十字會在地的組織合作方式，創造全新的服務模式，使資源進入到在地有需求的民眾手

中，提升其生活品質。 

    在當天的活動，預計邀請 350 位民眾圍爐餐會，會後發放我們所捐贈的年菜，讓他們帶

回家除夕夜享用。另外還有許多未受邀參加的有需求民眾，我們預定在除夕日前，選擇一個

適當的日子，由社友配合紅十字會社工分為若干組，我們親自把年菜送到沒來參加的朋友家

中，讓扶輪社友的熱情與愛心，在歲末年終之際溫暖這個社會。歡迎各位社友繼續捐贈贊

助，並熱烈參與分送訪視的工作。 

 



第 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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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補 出 席      8 人 

  出 席 率        70 % 

上週未出席社友~ 

            我們想念您 
Young Bank, CPA, Judy, Lawyer, Elaine, Balance, 

Bernie, Insurance, Heater, Thomas, Vinson, News, 

Oliver, Peter, Value, Attorney, Sigma, Grace, 

Sauna, FP, BMW, Building, Tom Cruise, Education, 

Sharon, Spine, Peggy 

例會節目預告    
第623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2019年11月6日(星期三) 

寶眷日~11 月份生日及結婚紀念慶祝 

專題演講：樂映絕色-鋼琴演奏會  

演 奏 者：英綺、蔡京諺、許肇芬、凃語涵  

第624次例會節目預告 

原 11/20(三)例會變更至 11/19(二) 

舉辦文心社、市政社、向上社、文教社 

聯合例會 

日    期：2019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二) 

地    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2F 宴會廳 

專題演講 

演 講 者：蔡國洲 董事長 

現    職：金可集團 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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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 玄武組 9-10 月家庭懇談會 

   時    間：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地    點：Ivette cafe - 西屯區朝富路 120 號 

 爐    主：News & IS 

 組    員：Charity, Bernie, Alan, Peggy, Sauna, Attorney, BMW, Janice, Grace, Banker 

▓ 羽球隊活動-天山秘境烤肉+欣賞星空夜景 

   時    間：2019 年 10 月 19 日(星期六) 

PM3：00 下午茶時間 / PM 4：00 烤肉活動開始 

   地    點：天山秘境 (感謝 Kelvin & 雅芳提供場地) 

▓ 3461 地區 2019-20 年度扶輪日 

   時    間：2019 年 10 月 27 日(星期日) 上午 10：00 至下午 16：30 

   地    點：台中市文心森林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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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察報告 
歡喜箱： 

Charity LiLi 要多多出國玩，玩到 100 歲。 500 

Alan 文心大姐大 LiLi 姐演講精彩，期待下一集。 500 

Art 
今晚跟 LiLi 姐談戀愛，聽完 LiLi 姐的心內話，人生變得更豐富了，

感謝今晚的分享。 
1,000 

Banker 
LiLi 姐淺顯易懂的分享，讓我收穫良多，在歡笑中聽了許多寶貴的

人生經驗，謝謝 LiLi 姐。 
500 

Book，Chuck，Vet 「麗莉姊的人生及心內話」自然精彩，溫馨滿滿，笑聲不斷，很讚！ 各 500 

CAD 先愛自己，才有能力愛別人！LiLi 演講精彩！ 500 

Dental LiLi 姐的人生故事精彩，活出自我，自在。 2,000 

Eddie 

1. 謝謝少年仔麗莉妹妹真實親切的人生分享，金玉良言，苦口婆

心，啟發人生的真諦，讚啦！ 

2. 謝謝 PP Minna 精湛的扶輪 ABC 分享。 

500 

Eco 
1. 今天的 LiLi 姐真美，人生更美，演講精彩，LiLi 姐讚啦！ 

2. 小孩就是要教！我會記住！ 

 

500 

Health 
1. 祝賀 10 月份壽星生日快樂&10 月份結婚紀念週年快樂。 

2. 傾聽 LiLi 的人生心內話，感受及學習到真正的人生喜樂。 
500 

IS，Jason 
麗莉姐人生幻變，多彩多姿，您的內心話即是真心話，寬是美德，

祝願每位社友美德力行，萬事如意！ 
各 500 

Johnny LiLi 的心內話，雖幽默但引人深思。 1,000 

KK 
真情流露的麗莉姐，感謝妳分享人生的心內話，文心社有妳真好，

永遠愛妳呦！ 
1,000 

Lease LiLi 姐的心內話世界無敵精彩！期待下一集！ 500 

Lexus 
讚嘆 LiLi 的演講精彩，豐富的人生經驗，毫無保留，真情流露，祝

您愈來愈精彩的美好人生！ 
500 

LiLi 謝謝各位社友及寶眷今天抽空來聽 LiLi 的心內話！ 6,000 

Minna 
LiLi 姐的人生，越來越美，越來越精彩！ 

愛自己，愛家人，愛大家！快人快語，勇往直前，快意人生！ 
500 

Roger & 淑如 豁達開朗的 LiLi 姐，文心有妳真好！ 1,000 

市政社 Sini，Nancy，白淑玲 各 1,000 

 合計 2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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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專欄 

瑞啟好康相報 108.10 

文 / 江瑞啟 PP. Lexus 

現職 / Lexus 汽車台中市營業所 協理 

LEXUS 總代理和泰汽車，在 9 月 19 日正式發表小改款 Lexus RX，雖然外型與內裝的變動

幅度肉眼上不容易辨認，但其實針對配備內容與行駛路感等皆有升級，尤其是 LSS+2.0 系統

的功能補齊，包括全速域 DRCC（ACC）、LTA 車道維持、RCTB 後方車流煞車輔助系統、ICS 智

慧停車輔助等，並配備 Blade Scan Type AHS 智慧型遠光燈自動遮蔽系統等，Apple CarPlay、

Android Auto 功能，這次也列入小改款 RX 的配備清單中，歡迎閣下親臨台中營業所賞車試

駕，瑞啓將竭誠為您服務。 

生活忙碌於家庭與事業之間，試著加入有

益身心的社團，也是一項不錯的選項，透過社團

的連結及活動，讓家庭成員參與，也能夠在不同

的領域結識更多的朋友，就旅遊而言，因為社團

的活動，所到之處跟個人所走的路線，會有不一

樣的收穫。近日參加台中市企業經理協進會所舉

辦的秋季旅遊，安排很特別的行程，就是「新竹

五峰獵人學校」的部落體驗之旅。 

我們一行 40 人一台遊覽車，過了五峰鄉公

所，旋即左轉進入竹 63 鄉道，不一會兒就來到

了目的地，還沒見到獵人學校招牌，倒先見到大

大的竹林養生村招牌，應與此地是五峰鄉竹林村

有關，但它同時也是泰雅族和平部落，昔稱麥巴

來。到泰雅族的地盤，當然要入境隨俗地換上當

地傳統服飾，這些服飾全都是手工編織而成，穿

上之後整個感覺就變得完全不一樣，每個人都化

身為強壯勇士與美麗公主，還滿有泰雅族人的 fu 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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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山上的時間不知不覺就來到吃中餐了，午

餐大啖原住民風味餐點，真是健康的一天，因為

今天是長期以來看手機最少的一天，除了照相功

能之外，在五峰獵人學校一整天，根本玩到沒看

手機的時間，原來少看手機，人會越快樂，讓大

夥留連忘返，深深地愛上五峰獵人學校。讓我知

道自己的潛能，跳舞、射箭、烤肉、打火炮、還

有竟然凌波舞可以下腰到 90 公分，從來沒有玩

過這個項目，最後有我最喜歡的麻糬，是集眾人之力搗小米及糯米而成，真是人間美味！ 

    頭一次來到新竹五峰鄉獵人學校，體驗各式原住民部落生活。拜祖靈、DIY 竹筒飯、捕

獵、陷阱、射箭、搗麻糬、涉溪、烤肉等，大家放下世俗煩擾工作，短暫放空盡情享樂，欣

賞美麗風光、體驗有別以往的生活方式。您不妨也組團來一次部落之旅吧！ 

地址；新竹縣五峰鄉大隘村 10 鄰 195 號   電話：03-5851998 

敬祝 吃喝玩樂 快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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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專欄 
DIY 咖啡的心路歷程  (上) 

文 / 王飛龍 PP.Dragon 

現職 / 靜宜大學 教授 

咖啡櫻桃到生豆 

    幾年前種的咖啡樹，陸續結果進入了收成期；到去年為止，每年總共收成 3-5 公斤的咖

啡果實，平均每次採果不到 1 公斤，所以全手加工製作咖啡，還能應付。 

    咖啡的加工需要那些過程呢？首先從咖啡果實的構造來看，就可以明白。完熟的咖啡果

紅通通的像一顆小號的櫻桃，所以有人稱其為咖啡櫻桃。將咖啡果仔細剖開，內部構造如圖

所示，由外往內依次為： 

 

1. 外果皮(Outer skin): 包覆在咖啡櫻桃外側的皮。 

2. 果肉(mesocarp): 附在外果皮上，口感微甜。 

3. 果膠(Pectin): 黏黏的一層膠狀物，附在內果皮上，舔起來口感也微甜。 

4. 內果皮(Parchment) : 硬硬的一層，乾燥後變成淡茶色的硬殼，相當於稻

殼；去除很費工夫。 

5. 銀皮(Silver skin) : 保護種子的一層薄膜，乾燥後成銀灰色，故稱之。 

6. 咖啡豆；胚乳(Bean, endosperm): 咖啡豆為咖啡果實的胚乳，通常為兩

粒成神杯型種子相對而立(也有單粒或三粒存在者)；去除所有外皮的種

子稱為生豆(Green Beans)，經烘焙後即為咖啡豆。 

    所以要得到生豆，要將咖啡種子胚乳的外層被覆完全去除。參觀過

的咖啡園、或網路上都有介紹咖啡的去果肉與去殼機器；方便是很方

便，一經詢價動則 10 多萬，非我們這種業餘者所能負擔，只好作罷。 

    只好往 DIY 方向發展，查查網路上的心得分享，看有沒有適當的方式可以套用。網路

上介紹的方法真是玲瑯滿目，各種的偏方都有；雖然有的是利用一些小東西來達到目的，像

利用烤肉網用擠壓的方式、或者放在洗衣網袋裡用甩的或用踩的去除果肉等等，這些方式雖

然花費不多，但效果不如預期。與其這樣，倒不如利用現有的器材的為原則，收先考慮的就

是老婆大人的廚房用具，鍋碗瓢盆等，於是訂下了全手工製作咖啡生豆的 SOP。 

    將採來的咖啡果實用洗菜盆清洗並去除浮豆後，(因為完全不撒農

藥，浮豆約佔了兩成) ，放到磨芝麻或花生醬的研缽裡，用木杵將咖啡果

實搗碎，力道要控制好，讓外果皮破裂而不傷到種仁為原則。然後再放到

洗菜盆裡用水沖走咖啡外果皮。然後繼續搓揉、沖水，將果膠洗淨為止。 

 

 

 

咖啡果實個部份名稱 

 

用研缽搗破咖啡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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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拆下一扇紗窗，將水洗過的咖啡仁撒在上面，在陽光下曝曬，專業者說要曬到含水

率為 14%才停止，但是業餘者不可能買一台測水份儀器，我則是將

其曬到果仁縮小與果殼分離，用手很容易剝殼為止。 

    終於到的最麻煩的去殼步驟了。本來還是想用研缽，用椿米的

方式去殼，但是每次木槌搗下去的時候，咖啡仁跳了滿地，效果不

是很理想。於是拿了洗衣板與擀麵桿並用，咖啡仁撒在洗衣板的溝

槽裡，擀麵桿擀過時逼逼啵啵果殼裂開的聲音煞是好聽，咖啡仁也

不會跳了滿地，想到不久就有現做的咖啡可以品嘗，精神為之一

振，擀了許久終於把粗殼分離了，得到了生豆。 

            

    生豆要經過烘焙、沖泡才能得到一杯可口的咖啡，這部分的

心歷路程請期待下篇報導。 

    今年的咖啡樹，應該是進入了盛產期，出動了三個人，每個

下午大概可以採得 3-5 公斤的咖啡果實；不知是土地還是氣候的

關係，它不像電視或廣告顯示的圖片一般，是整串的成熟變紅，

而是參差不齊的變紅，每次採豆都要用人工一顆顆的採，有點累

人。這是一個很尷尬的數量，請人家代工，人家嫌少；購買機器

又不划算；去年量少純手工還能應付，今年不想個法子，不然再

次動員全家，一定會被罵慘了。 

    

    這次，還是對老婆的廚房用具動腦筋，主要是找簡單的機械

化的 DIY 流程與方法，以節省人力。同時繼續上網爬文，看到有

人介紹：利用家中的果汁機可以幫咖啡脫殼， 但是果汁機要經

過調速，減緩其轉速。這可難不倒我，從物理學的原理可知：調

整流經果汁機馬達的電流，就可以變換其轉速，所以所需要的就

是一個電流控制器；上網查了一下，在 Amazon 竟然找到了，它

是一個電烙鐵調溫器，原理也是利用改變電流量來控制的，正符

合我的需求，但是標價竟然要將近美金 30 元，而且在台灣購買

還要付運費，加起來竟要 1000 多元台幣，為了測試用實在買不

下去。看到型錄中其外型及規格後，大概能猜出內部的構造。於

是畫了一張草圖，到電料行買了零件，自行組裝起來。說起零件

也沒甚麼了不起，就只有一個調光器、插座、插座盒及電源線而

已。為了外觀比較好看，我找到了一個舊的控制器的盒子，把零

件組裝起來還算有模有樣。 

 

洗衣板的另類用途 

 

一顆顆的採還挺費工夫 

 

市售的電流調整器 

 

自己組裝的電流調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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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通了電源，將果汁機的電源線插上插座的，轉動旋鈕，哇!  

大叫一聲，我真的隨心所欲地控制果汁機的轉速。首先將曬好的咖

啡仁放到果汁機內去攪拌，才 2-3 分鐘而已就將咖啡的硬殼脫得光溜

溜的，附帶的，大部分的銀皮也脫落不見了。當然，使用時的各個

參數：咖啡量、轉速及時間等要自己嘗試，尋找最佳化條件。 

    要將生豆與果殼、銀皮分離，又想到了老婆的廚房用具。將打

散的生豆、果殼與銀皮的混合物放到麵切杓裡，經過抖一抖甩一

甩，就得到了完美的生豆了。 

     接著，嘗試用同樣裝置來去除咖啡的外果皮，看看是否可行。

經過一翻調整轉速、咖啡量及時間等參數，發現到也非常好用。在

適當的條件下，去除外果皮的咖啡仁會黏在果汁機杯的內壁，而除

下的外果皮則留在果汁機杯的中心部。用長柄湯匙很輕鬆的可以從

果汁機杯的內壁刮下果仁。經過用水漂洗後就可以完全去除外果

皮。 

 

 

 

 
    從咖啡櫻桃到生豆的奮鬥史告到一段落了，除了借用老婆的部分廚房用具外，僅需添購

一個電流調整器，我自己組裝 500 元不到就搞定了。有了這項突破，咖啡樹可以大量種植

了，反正咖啡樹下幼苗多的是。 

    另外，從這次的測試，憶起了一件往事。幾年前曾經輔導一家工廠，要替他們解決定量

加藥機不能變速的問題，我也提出了控制電流的解決方法，然而對方不怎麼聽得下去，說要

請原廠解決；最後他的回答是原廠也無法解決。這時我心裡也大至明白了：無法相互信任，

還是趁早分了比較實在。 

 

才 2-3 分鐘就把外殼與銀皮去除了 

 

甩一甩  抖一抖就得到完美的生豆了 

 

用清水洗一洗就可以曝曬了 

 

去果皮也引好用 



社長 Charity 報告 代理秘書 Roger 社務報告 扶輪 ABC 時間~PP.Minna 

歡迎市政社社友及來賓蒞臨  CP.Health 介紹米山獎學生~ 
吉 田 忠 弘 

10 月份生日及結婚紀念慶祝 

社長頒發 10 月份結婚 

紀 念 禮 品 
LiLi 姐分享人生及心內話  背景音樂演奏 糾 察 時 間 ~ D a n n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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