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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　時　社：2007年2月9日台中長榮桂冠酒店成立

R I 批准日期：2007年3月16日

創社授証日期：2007年5月4日

例　會　日：每星期三 晚上6時30分

社 友 人 數：32人

創 社 社 長：郭錦堂  HEALTH

創 社 秘 書：陳彥伯  CHARITY

輔　導　社：台中扶輪社 (輔導的第12個社)

輔導特別代表：陳一雄  VAN

輔導社社長：趙世欽  SAW

輔導社秘書：林家長  JACK

輔 導 委 員：林增連、王固磐、謝碧榮、蕭錦湖、陳坤練

 張山明、陳政雄、賴光雄、林明燈、古亭河

現任社長(第二屆)2008~09 王飛龍 Dragon

現任秘書(第二屆)2008~09 陳昶佑 Cad

現任理事(第二屆)2008~09 王飛龍、郭錦堂、林嘉裕、穰穎堅

  陳昶佑、張字信、何淑鈴、陳彥伯

  林岳毅、江瑞啟、許高山、周惠萍

現 有 社 員：40位 (男性社員30位，女性社員10位)

 2009年4月份統計

辦　事　處：台中市西區自治街155號9F-2

電話／傳真：(04)2372-7142

           E-mail：rotary.wenshi@msa.hinet.net

例 會 地 點：台中市永豐棧麗緻三樓【哈佛廳】 

　　　　　 每星期三 下午6時30分註冊

創立記事

社況簡介

國際扶輪3460地區

台中文心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文心社社徽 The LOGO of Wen Shin Rotary

文心社社旗 The Flag of Wen Shin Rotary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ROTARY INTERNATIONAL D3460

台中文心扶輪社

    文心扶輪社以文心蘭作為社徽圖騰。文心

蘭是常見的洋蘭之一，由於它的花形看起來猶

如舞台上婆娑起舞的女郎，所以歐美愛花人

士將它命名為「跳舞女郎蘭」( Dancing Lady 

Orchid )。在歐美各國，文心蘭風頭十足，每

當有新品種育出時，就如同我國的藝蘭、蝴蝶

蘭那般的令人瘋狂！

ROTARY INTERNATIONAL D3460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台中文心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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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社長  王飛龍 Dragon  

讓夢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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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社社長  陳英聲 Land

輔導社社長賀文

地區總監、Dragon社長、各位貴賓、扶輪先進大家好：

欣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成立2週年慶，本人懷著滿心的喜悅前來道賀，很歡喜、更

感到榮幸能以輔導社社長身分，代表台中扶輪社全體社友參加貴社授證2週年紀念慶

典，謹此，先向諸位恭賀道喜，並預祝紀念慶典圓滿成功。

時光飛逝，眨眼間台中文心扶輪社屆滿二週年，清晰記得台中扶輪社在Saw社長

年度，接獲Music總監建議，努力在米山會前受獎生中遴選菁英創立新社，回想起95年

9月1日的那次理事會，由原先的意見紛歧到慎重決議通過，當時身為副社長的我，備

感創社維艱。好不容易經過九個月的籌備，才順利授證29位創社員。

貴社在創社社長Health用心經營以及全體社友努力下，已經奠定良好穩固的基

礎，而今Dragon社長卓越領導，社務蓬勃發展，社員數突破40，人才輩出、光芒四

射，扶輪擴展不遺餘力，加上CAD秘書輔弼無間，五大委員會同心協力，營造出社

內溫馨和諧的氣氛，社友例會出席率均保持75%以上，每週的社刊電子報版面豐富生

動、內容精闢多元，日文教學迴響熱烈，尤其Dragon社長專欄精采絕倫，三言兩語莞

爾集更是妙趣橫生。在社區服務方面，亦有卓著的貢獻，本年度地區年會Dragon社長

受邀分享美麗心視界弱勢兒童導讀活動，深獲地區肯定與讚賞。同時響應國際扶輪基

金捐獻，產生3位保羅哈里斯之友，更難能可貴的是，全體社員均承諾成為扶輪基金會

贊助社員，每年向年度計劃基金捐獻U.S.$100以上實屬不易，感念  貴社創立一個優

質的文心園地辛勤灌溉，在扶輪的傳承和服務中不斷成長、茁壯，讓台中扶輪社感到

與有榮焉。

祝福　貴社社運昌隆，社友事業成功，與會貴賓身體健康，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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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特別代表  陳一雄 Van

接獲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2週年紀念慶典邀請函，才驚覺時間飛逝，瞬間台中文

心扶輪社屆滿二週年，真是可喜可賀，謹此，恭賀文心社授證2週年生日快樂，並祝 

貴社社運昌隆。

時間過的真快，憶起二年半前受Music總監指派，擔任輔導特別代表與種子社員

Charity籌劃成立台中文心社的點點滴滴還記憶猶新，一晃台中文心扶輪社都已經2週

歲了，二年的人生歷練雖然不算長，但足以讓個襁褓中的嬰兒，從懵懂無知到活潑懂

事，更足夠讓每位社友將每週的例會變成一種習慣，同時也能使扶輪服務叫社友成為

一種期待。

現在我所見到的台中文心社，不僅已經培養出屬於自我的獨特風格，也努力將文

心這塊扶輪園地，耕耘成知性感恩般肥沃美好的天地，隱約聽到地區認同的掌聲，但

願掌聲響起喝采不斷，全體社友攜手同心邁向更燦爛的扶輪未來。

今天非常高興在此與大家共享這份喜悅，期望台中文心扶輪社繼續宣揚扶輪精

神，做好扶輪擴展，更要珍惜社友間看似平凡的友情，別忘了用相互尊重、彼此包容

與寶眷扶持來呵護這百年難得修來的福份。一念之間的堅持成就了你我的扶輪情誼，

進來學習、出去服務，是扶輪人朗朗上口的形容詞，但願台中文心社全體社友能將形

容詞化為動詞，凝聚向心力，築夢踏實讓美夢成真。

輔導特別代表紀念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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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務服務 社長暨職員交接例會

 夏季池畔BBQ聯誼活動

 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中秋聯歡晚會

 第一季家庭懇談會

 扶輪論壇—五大委員會的功能

 秋季旅遊—王功漁港聯誼郊遊

 社務行政會議—第三屆理監事、副社長選舉

 第二季家庭懇談會

 與台中社聯合舉辦忘年會

 台中市28社新春團拜

 第三季家庭懇談會

 扶輪S.T.A.R.論壇

 參加3460地區高爾夫球賽

 寶眷聯誼活動—南投藝文之旅

 全員100%報名參加第31屆3460地區年會

 春季旅遊—苗栗苑裡聯誼郊遊

 
職業服務 職業分享—黃慧貞Hope社友

 職業分享—蘇慶昌Jacky社友

 職業參觀—彰化監獄

 職業分享—楊文助Alex社友

 職業分享—李崇銘Eddie社友

 職業分享—林興周JOE社友

 職業分享—曾仁宏Dental社友

 職業參觀—金良興磚瓦文物館

 職業分享—林龍輝Audio社友

 
社會服務 地球清潔日社區服務—高美溼地淨灘活動

 關懷弱勢兒童服務計畫—美麗心視界活動

 贊助2008年『愛生愛．美生美』一萬個圓夢計畫

 
國際服務 派代表參加中華扶輪米山會日本之旅

 日本友好社— 豐田中扶輪社來訪

 日本米山獎學會板橋敏雄理事長伉儷來訪

 日本東久留米扶輪社來訪

 年度保羅哈里斯之友 王飛龍、許高山及林興周社友

 獲地區表彰為EREY扶輪社(每位社友至少捐款US$100)

 Jane社友受邀RI 2570地區年會專題演講 

2008.07.02

2008.07.26

2008.08.20

2008.09.06

2008.09.21

2008.10.22

2008.11.01

2008.12.17

2008.12.21

2008.12.26

2009.01.26

2009.02.15

2009.02.28

2009.03.12~13

2009.03.15

2009.03.21~22

2009.04.19

 
2008.07.23

2008.09.24

2008.11.01

2008.11.26

2009.01.21

2009.02.25

2009.03.25

2009.04.19

2009.04.22

 
2008.09.28

2008.12.06~12.20

2008.12.23

 
2008.07.10

2008.11.07

2008.12.10

2009.03.11

2009.03

2009.03

2009.04.18

四大服務                               服 務 內 容          時　間

台中文心扶輪社 2008-09 年度 四大服務一覽表台中文心扶輪社 2008-09 年度 四大服務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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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總監公式訪問 第一季家庭懇談會職業參觀—金良興磚瓦文物館

寶眷聯誼活動—南投藝文之旅第31屆3460地區年會 關懷受刑人—彰化監獄

第三季家庭懇談會關懷弱勢兒童服務計畫—美麗心視界活動

中秋聯歡晚會 秋季旅遊—王功漁港聯誼郊遊

扶輪STAY講習會

地球清潔日社區服務—高美溼地淨灘活動

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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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暨職員交接例會

日本東久留米扶輪社來訪

日本友好社—豐田中扶輪社來訪

與台中社聯合舉辦忘年會

Jane受邀  RI 2570 地區年會專題演講

台中文心扶輪社全體社友最敬愛的輔導委員，台中扶輪社

林增連前社長P.P.Hotel驟然辭世，大家都萬分難過，久久難以釋

懷，除了痛失尊長的不捨外，還有那已然習慣有您提點成全的依

賴。往後例會再也看不到您那熟悉的身影，聽不見您噓寒問暖的

關懷，但卻還是始終無法相信，您已經永遠離我們而去。

忘不了您對台中文心社的關心與付出，更忘不了您有求必應

的支持與勉勵，此等恩情將永遠烙印在全體社友內心深處，扶輪

領域感謝有您一路扶持與導引，才讓我們走的更穩健更踏實！

今天適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2週年紀念慶典，嘉賓雲集，

惟獨不見您和藹容顏字字珠磯之諄諄教誨，全體社友及寶眷莫不

感傷緬懷不已，您曾對社會變遷引發人與人間的疏離諸多感觸，

也常耳提面命希望我們能像珍珠項鍊般緊緊相繫串聯在一起，我

們謹恪遵遺願，承諾定將這串項鍊越串越長、越緊密。帶著永恆

的追思與懷念，願追隨您的扶輪精神向前邁進，將得自您的大愛

傳播到世界每一個需要溫暖的角落，讓扶輪服務的真諦與理想永

遠夢想成真。

懷念輔導委員P.P.Hotel
林增連前社長

◎ 文／蘇玲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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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扶輪社的服務計畫舉辦了一項青少年兒童服務計畫：「美麗心視界兒童少年

深度閱讀活動」。這項計畫由文心扶輪社主辦，后里內埔國小協辦，終於開鑼了，今天

(97/12/6)舉行這一系列的第一次閱讀活動。由於宣傳得體、加上內埔國小的鼎力協助，人

數由預計的50名爆增為100名，讓工作人員忙得人仰馬翻，但是大家臨危不亂，終於完成

了第一次的導讀活動。

一大早8點多欣恬與Meiji已經到了會場招呼報到的小朋友。接著社友陸續到來有

Painting、CAD伉儷、Eddie伉儷、Christine姊妹、Charity等。首先布置場地、測試放映器

材等。9點揭開了序幕，由社長與內埔國小劉校長做簡單的致辭，強調出活動主旨；要用

心來看我們的世界，培養積極正向的態度，並營造有希望的、美麗的人生目標，之後由李

惠加老師帶領兩位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系的學生展開本次活動的行程。

因為報名的人數倍增了，所以要分成兩個教室舉行，一班做閱讀活動，另一班做團康

活動，然後兩班再交換活動內容。因此閱讀活動要上兩次，沒有時間帶團康，團康的活動

就完全落在社員的肩上，這時候文心扶輪社社友及寶眷的潛力發揮出來了。CAD及夫人的

袋鼠跳及跳報紙、Eddie及夫人的兔子舞及吸管傳情、Christine姊妹的滾大球及大風吹等

團康帶起了一陣陣高潮、Meiji教小朋友們簡單的日文問候語、Charity也把他在光音育幼院

的看家本領拿出來了，以及在內埔國小輔導室邱主任的鼎力支持下，讓小朋友玩的不亦樂

乎。

這次活動的重心，原本規劃的服務對象為單親、隔代等弱勢兒童，但參加者反而以一

般兒童居多，因此做了大幅度的調整。所閱讀的圖畫書是《媽媽爸爸不住一起了》；這本

書簡介如下：

文/凱絲．史汀生，圖/南希．路．雷諾茲，譯/林真美     

1999，台北市：遠流出版公司

故事內容為小女孩因為雙親離異，讓她和弟弟的生活產生很大的變化。他們有時候和

媽媽住在城市的公寓裡，有時候又住到鄉下爸爸的家。小女孩常常在心中許願，但願全家

人可以住在一起。 

美麗心視界—兒童少年深度閱讀活動

社會服務

◎ 社長 Drag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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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女孩實在不明白，為什麼爸爸和媽媽不能再為彼此帶來快樂，她請爸爸媽媽再試著

好好相處，但是結果卻是令她十分失望。

故事的後面，我們看到小女孩只好學會面對現實，並試著妥協和適應爸媽離異的事

實，讓她似乎在短時間內被迫「成長」，學會面對現實真相勇敢堅強。

經過深入的閱讀討論「不一樣的家」，及專題「爸爸媽媽吵架怎麼辦？」的貼心提

醒之後，小朋友有很深的感觸，頻頻提出個人看法，雖然故事並非快樂結局，但還頗受歡

迎；甚至有幾位小朋友表示：她的家庭跟書中描述的很相似，從今天的課程中學到了很

多，特別是知道求助管道，萬一情況緊急可以打110警察局或113保護專線。

不只是小朋友，連我們這些大人也上了一課。社會上有各種不同型式的家庭，和大

家一樣過著幸福快樂的生活，我們要尊重每個家庭不同的生活方式，避免以異樣的眼光看

待。我們生活周邊並非都完美無缺，萬一我們可能面臨父母吵架失和的困境，只要學會心

理調適，認識現實世界的真相，建立健康正確的處世態度，知道求助管道，學會解決問題

的技巧，就會成為適應良好的人。本次的閱讀主題是不一樣的家，下兩次主題分別是接納

家庭新成員或珍惜擁有、單親隔代或一般家庭只要努力都可追求幸福生活，請各位社員熱

烈支持參與此項有意義的社會服務。

美麗 心 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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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註冊獎

2008-09年度-EREY捐獻獎

2008-09年度-社刊獎

2008-09年度-國際服務獎

2008-09年度-年度計畫捐獻優等獎

2008-09年度-國際服務獎

2008-09年度社區服務獎

傑出社長獎

2008-09年度社區服務傑出獎

中華扶輪百分百捐獻社

榮獲2008-09年度推薦社友優良獎：

王飛龍、江瑞啟、張字信、宋安東尼、許高山、郭錦堂

邱貞娥、王惠娟、周惠萍

榮獲2008-09年度GSE接待獎：胡建磊

榮獲2008-09年度RYE接待獎：李崇銘

個
人
獎
項

區年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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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社友簡介台中文心扶輪社—社友簡介

配偶

無

游雪莉

李惠加

林明郎

陳靜諄

無

李佳錠

林玉蟬

周慧洳

李鈞懷

蘇玲慧

無

林長杰

馮上容

吳雪霞

伍福康

孫秀娜

陳孟涓

何玉華

曾耀輝

路婉容

無

陳麗蘭

魯錫銘

胡雅欣

王翠萍

蔡宜婷

林佳樺

陳惠貞

蔡京諺

白俊文

陳秀珠

賴睿鵬

無

蕭秀芳

張正光

無

黃建翔

黃子綾

廖迎晰

                       服 務 單 位

台灣真空鍍膜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中國醫藥大學 教授

靜宜大學 教授

國立台中技術學院 副教授

大榮貨運(股)公司 資訊中心協理

台茂全球通(股)公司 副總

安永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三商美邦人壽 通訊處經理

Lexus汽車台中營業所 資深襄理

以理信科技管理顧問(股)公司

台灣區手工具同業公會 總幹事

文馨書軒畫廊 負責人

泰元旅行社 副總經理

弘光科技大學 學生事務長

立夏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昶霖有限公司 經理

豪翰設計工程 設計總監

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 執業會計師

友驛企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鋼琴老師

薩巴卡瑪國際有限公司  商業設計

哲明法律事務所 法律顧問、民刑事諮詢訴訟

陳昶佑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

林陳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金農興生物科技(股)公司

翰森塗裝科技有限公司 負責人

瑞宬國際貿易有限公司  經理

蘇慶昌消防設備師事務所  消防設備師

系貿軟體科技資訊(股)公司 董事

奇美牙醫診所  院長

立昌地政士事務所 負責人

聖愛動物醫院  院長

長霖中醫診所  院長

豐盛環球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經理

錠嵂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經理

第一銀行證券 台中分公司 協理

台灣汰古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保德信人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壽險顧問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通訊處經理

東森房屋新市政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協理

 姓 名 Rtn

陳彥伯 Charity

郭錦堂 Health

王飛龍 Dragon

何淑鈴 Meiji

穰穎堅 Albert

林岳毅 Young Bank

清淵 C.P.A.

林冠華 Life

江瑞啟 Lexus

周惠萍 Minna

李崇銘 Eddie

洪茂翔 Painting

范秋明 Judy

陳玉舜 Dean

許高山 Book

王惠娟 Jane

林嘉裕 Eric

張字信 Johnny

林龍輝 Audio

張玉佩 Piano

宋安東尼 Tony

林一哲 Lawyer

陳昶佑 CAD

林興周 Joe

廖家模 Bioking

胡建磊 Ray

黃志仲 Jason

蘇慶昌 Jacky

楊文助 Alex

曾仁宏 Dental

邱貞娥 Elaine

陳世偉 Vet

廖月香 Herbe

許芷菱 Christine

李村興 Lawrance

王美諭 First

楊仁彰 Bernie

陳宇秀 Lillian

陳順隆 Insurance

傅枝火 Ho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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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ERIC在此要代表文心社感謝各位撥冗駕臨，並分享我們誕生二周歲的歡愉

與喜悅！

回想2007年初，台中文心社於輔導社台中社的細心孵育下，帶著台中社一百餘

位社友滿滿的愛，在創社長CP Health的「帶頭前進」(Lead The Way)及「扶輪分

享」(Rotary Share)的努力下、第二屆 Dragon社長持續帶領著我們「讓夢想成真」

(Make Dream Real)，使文心社累積著充足的能量，蓄勢待發；今天這份『文心』能

量將由我們第三屆的「美好未來團隊」接棒，藉由我們的年輕、熱忱、與專業知識

予以傳遞出去，實踐R.I.2009-10的年度主題「扶輪的未來 在你的手中」(The Future 

of Rotary Is In Your Hands)。

今年三月參加社長當選人訓練研習會PETS時，全體與會先進在PDG DENS的帶

領下，為3460地區總監當選人DGE Concept的謙虛及熱情，熱烈鼓掌次數多達十餘

次；這樣的扶輪風範，著實讓我深受感動。當下決定追隨DGE Concept的腳步，營

造一個「有趣」、「有愛」、「有品味」的扶輪生活，並結合「扶輪三結義」的力

量，就在我們的手中，創造扶輪美好的未來。

最後，祝福所有來賓，身、心、靈均健康，希望永遠相隨！

各位扶輪先進、各位貴賓、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晚安、大家好！

社長當選人 林嘉裕 ERIC

社長當選人致謝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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