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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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證紀念日期 2007 年 5 月 4 日

創社社員人數 32 位（男性社員 22 位，女性社員 10 位）--2007.3.16 統計

現有社員人數 52 位（男性社員 33 位，女性社員 19 位）--2022.5 月統計

社員平均年齡 55 歲

輔導社 台中扶輪社（輔導的第 12 個扶輪社）

輔導特別代表（台中扶輪社） 陳一雄 P.P. Van
輔導委員（台中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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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10 位）

國際友好社（since 2009） R.I.D. 2760 日本名古屋豐田中扶輪社 Toyota Naka RC

扶輪結義社（since 2009）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豐原富春扶輪社

姐妹社（since 2011） 國際扶輪 3521 地區 台北中原扶輪社

輔導新世代扶輪社（since 2011.7）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台中市政扶輪社（2011.10.30 授證）

輔導扶少團（since 2013.10）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曉明文心扶少團（2013.11.20 授證）

國際友好社（since 2015） R.I.D. 3350 泰國 Bangrak 扶輪社

國際友好社（since 2017） R.I.D. 2780 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

第一屆社長 &秘書（2006~08年度） 郭錦堂 C.P. Health &陳彥伯 Charity

第二屆社長 &秘書（2008~09年度） 王飛龍 P.P. Dragon &陳昶佑 CAD

第三屆社長 &秘書（2009~10年度） 林嘉裕 P.P. Eric &黃志仲 Jason

第四屆社長 &秘書（2010~11年度） 張字信 P.P. Johnny &李村興 Lawrance

第五屆社長 &秘書（2011~12年度） 江瑞啟 P.P. Lexus &許高山 Book

第六屆社長 &秘書（2012~13年度） 胡建磊 P.P. Ray &周惠萍 Minna

第七屆社長 &秘書（2013~14年度） 李崇銘 P.P. Eddie &何淑鈴 Meiji

第八屆社長 &秘書（2014~15年度） 清淵 P.P. CPA &余瀚琴 Sauna

第九屆社長 &秘書（2015~16年度） 許高山 P.P. Book &廖文山 Arch

第十屆社長 &秘書（2016~17年度） 何淑鈴 P.P. Meiji &陳彥伯 Charity

第十一屆社長 &秘書（2017~18年度）

第十二屆社長 &秘書（2018~19年度）

第十三屆社長 &秘書（2019~20年度）

第十四屆社長 &秘書（2020~21年度）

第十五屆社長 &秘書（2021~22年度）

周惠萍 P.P. Minna &陳永盛 IS

周志憲 P.P. Chuck &許政勛 Sigma

陳彥伯 P.P. Charity & 劉東嶽 Value

許家畯 I.P.P. Roger & 王毓香 Grace

嚴宏偉 P. KK & 張恩誠 Interior

社團法人台中市文心扶輪社沿革

例會地點　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2 宴會廳

　　　　　台中市台灣大道二段 666 號

例會時間　每月 1、3 週星期三

　　　　　18:30 ~ 19:30 註冊∕用餐聯誼

　　　　　19:30 ~ 20:30 例會

辦  事  處　台中市西區自治街 155 號 9F 之 2

　　　　    9F-2 No.155, Tzu Chih St, Taichung, Taiwan

　　　　    Tel / Fax: 04-2372-7142

　　　　    E-mail: rotary.wenshi@msa.hinet.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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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各位扶輪先進、各位社友、寶眷們大家好！

謝謝文心社創社長 CP 和歷屆 PP 們，建立了良好扶輪傳統和傳承，讓我們享受青春文心倍

感溫馨的扶輪友誼。更感謝 2007 年 PDG Music、輔導社台中扶輪社 PP SAW、輔導特別代表

VAN 以及輔導委員們的指導與鼓勵，有您們的照顧與呵護，才會有文心社。

今年度 3461 地區在 2122 獨一無二的 Trading 總監帶領下，以服務改善人生的行動實踐，文

心社全體 52 位社友全力以赴努力達成各項地區指標。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歲了！ KK 很感恩感謝

這一年來社友寶眷們的相挺支持與大力幫忙，所有的美好成果，成就了文心社今年度 2122 許多

的獨一無二！

【第一次籌辦 ZOOM 社長線上就職】

七月疫情嚴重，台中文心扶輪社 2021-22 年度，第 15 屆社長暨職員就職例會於七月七日舉

辦，當晚線上嘉賓參與達 153 位，2122 獨一無二文心團隊啟動了。

【文心健康宅配計畫】

因為疫情關係無法實體例會，送上新鮮當令蔬菜箱，不只要照顧文心家人的心，也要照顧文

心家人的健康，一起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宅在家用餐。

【日本熱海海外急難救助募款】

日本熱海七月三日發生嚴重的土石流，文心社全力協助日本熱海海外急難救助募款，國際敦

睦主委 YB 與日本姐妹社相模原中社取得聯繫與共識，立即啟動文心全員投入募款活動，短短兩

天募得 270000¥ 委由相模原中協辦，再由國際扶輪 2780 地區統一捐助災區，文心全員發揮人飢

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不分國際慷慨解囊，完成這項有意義的國際捐助活動。

【文心扶輪挺醫護捐贈淡水馬偕正壓採檢亭】

新冠疫情日趨嚴竣，於七月二十七日捐贈一座防疫正壓空調篩檢採樣亭給淡水馬偕醫院，這

款正壓空調篩檢採樣亭的最大特色是擁有彈性空間，大幅地提高機動性，可以為第一線醫護人員

提供最安全的作業環境。捐贈儀式由淡水馬偕醫院副院長洪大川先生等人代表受贈，扶輪和醫護

雙方攜手同心防疫。

【文心男士星空音樂饗宴】

十月二十二日第一次籌辦文心男士星空音樂饗宴，這是專屬男社友與男寶眷的兄弟聯誼，當

晚戶外星空加上現場燈箱營造氣氛，在國美社 Truss 贊助的大圖背板，阿滿老師樂團帶來每首的

嗨歌歡樂，搭配著文心 Jason 的美酒與西北社 Happy 梨子咖啡館提供的美食饗宴，真是個美好

的音樂夜晚，特別感謝文心女社友和女寶眷有妳們全力支持，青春文心歡樂扶輪，文心男士活動

圓滿成功。

【春夏秋冬主題性的寶眷活動】

7-9 月秋月－葡萄樹下映月光。10-12 月冬藏－濃香醇厚味增手作。

1-3 月春花－新春花藝品茶香。4-6 月夏粽－夏粽飄香慶端午。

文心 15　榮耀扶輪
2021-22 年度社長　嚴宏偉 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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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扶輪社社員發展策略會議】

十一月第一次召開社員發展策略會議，討論事項：1. 社員發展策略與共識。2. 擬定社員發展

方針。3. 設定社員發展目標。讓我們一起找回扶輪價值與永續發展。

【贊助中原社服務計劃十方之愛案】

十二月三日跨地區合作的 3521 地區獎助金案，是由主辦社台北中原社偕同第七分區台北首

都社、中美社、新都社、永都社等，外加上台中3461地區的台中文心社，活動內容是把愛傳出去，

協助台中十方之愛的社福團體，結合台北市立大學排球隊（暨台北鯨華選手）前往關懷育幼院孩

童的服務計畫，藉由與孩童們從運動中教學與嬉戲，從互動中讓孩童們輕鬆學習與培養合作精神。

【地區獎助金愛之光眼睛義診案】

十二月六日文心地區獎助金志工服務案：愛之光眼睛義診，共同協助石岡龍興社區老人眼睛

健康檢查，全程展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服務精神及大愛。愛之光致力於「護眼防盲」的工作，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 WHO 資料顯示，目前世界上約有 2.53 億的視障人口，其中 3600 萬人已經失

明，2.17 億人為中度至重度視力損害，如果能及時發現予以治療，超過 80％的視力損害是可以

預防或治愈的！

【第 15 屆紀念事業捐贈復康巴士】

十二月文心社第 15 屆紀念事業，捐贈給臺中市政府 105 萬的復康巴士，為了能提早協助身

障朋友服務他們出行，即提早將復康巴士小白交車給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來啟用服務身障朋友，自

2021 年 12 月起，文心扶輪復康小白專車，立即上線穿梭在臺中市大街小巷上山下海，謝謝這

15 年每位文心社友的愛心，把大家的愛與祝福變得更大更有意義，日後在路上或醫院有巧遇我

們文心扶輪社的復康小白，要記得跟它加油打氣喔。

【2122 文心迪士尼耶誕總動員】

第十五屆文心忘年會於十二月十八日，由加菲貓家懇組統籌主辦迪士尼耶誕總動員，當晚維

尼熊、史迪奇、米老鼠、史努比等家懇組全員總動員狂歡之夜！

【中國醫藥大學公衛社區服務團】

台中文心扶輪社中國醫藥大學公衛社區服務團於一月二十一日在南投羅娜國小，有 26 位公

衛大學生＋ 38 位羅娜小朋友＋文心社一起參與，羅娜國小是布農族，每位小朋友都濃眉大眼，

中國醫公衛隊同學自願用寒假時間上山為偏鄉小朋友規劃五天活動，每天在教室打地舖早起晚睡

的，公衛活動是大大成功及超級感動的，一定要來給中國醫公衛隊同學們熱烈掌聲！

【文心愛您溫馨如己 紅十字會物資捐贈】

文心社與台中紅十字會於一月二十二日共同主辦的社區食物銀行物資捐贈及發放活動在東協

廣場，主要發放對象是居住於本市市民，針對失業及近期內遭逢變故之家庭，提供即時及預防性

服務，避免陷入三餐不濟之窘境，因物資有限，未能擴大並給予更完善的服務。

【第 15 屆紀念活動文心單車環島勇士】

九天可以做什麼呢？可以騎單車環島一圈！開啟了台中文心扶輪社第 15 屆紀念活動：於

111/3/5-3/13 共九天，文心扶輪單車環島勇士 30 位社友＋寶眷們，踏上了每個人一輩子一定要

瘋狂的一件事，我們的人生原本跟勇士兩個字，應該是一輩子都不會有連結，謝謝文心兄弟姊妹

們，我們一起完成挑戰不可能的任務！

【地區年會文心社膳食組服務團】

3461 地區第五屆年會，文心扶輪不僅只服務社會大眾，今年度三月 19 日和 20 日更開心地

滿懷感恩來動員服務地區年會的所有扶輪社友們，共同為那二天吃飯的事進行用餐引導服務，呈

現出文心扶輪的熱情與友誼。

今年 KK 擔任文心值日生，還有許多的社務及服務等未能一一詳述，最後，再次感謝文心

家人們熱情參與，感謝理事會支持，五大主委團隊的付出，超級強又無私奉獻的兄弟夥伴秘書

Interior 與強力後盾執秘欣恬，以及 KK 最親愛最相挺的夫人秋月，有您們真好，文心 15，榮耀

扶輪！

最後，祝福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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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社團的獲得授證就如同人的誕生一般，顯示出一個新生命的開始，所不同的是社團

的授證是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拼出生命的火花與精神獲得肯定及認證所產生的生命

體。今天 5 月 4 日就是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十五週年慶祝日子。TRADING 今天於此有

幸代表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全體社友與寶眷向台中文心扶輪社慶賀與祝福之意，深感與

有榮焉。

　　台中文心扶輪社與社友們伴隨著中部地區的人文、經濟發展的脈動而走過十五個年

頭，對地區的貢獻斐然，可說有服務的地方就有台中文心扶輪社的影子。同時社友散佈

於社區內各個角落與階層，社區服務舉凡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贊助與志工服務計畫」，

紅十字會食物銀行物質捐贈「社區弱勢服務計畫」，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金會「凡

星之家國際視野課程計畫」等等，實為地方上的模範社團。

　　另外，對於青少年服務更不遺餘力，數年來輔導曉明女中扶少團與扶輪社區服務

團—中國醫大公共衛生服務團，同時在短短幾年就輔導台中市政扶輪社的成立。今年度

社長嚴宏偉 KK 秉持著歷任社長與全體社友所精心經營的台中文心扶輪社傳統精神繼續

帶領貴社，雖然不到一年的時間，但對於五大服務方面仍然表現出色，相信貴社年度服

務目標百分百達到將是可期的。

　　今年 2021-22 年度 RI 的口號 Serve to change lives「以服務改善人生」，RI 社長

謝卡爾．梅塔又強調大家都是為一個扶輪的改革者（WE are Change maker），作為一

個社的領導人我們都負有扶輪時代改革的使命，不僅要 Each One Bring One，更要 Do 

More Grow More。扶輪的舵手就在大家的手上，我們大家共同努力以達成 RI 社長梅塔

交付給我們年度的目標。

　　同時，我們更要確切的履行扶輪的願景聲明：我們一起展望世界裡人民—結合力量，

採取行動，在自身、社區及全球各地—創造持恆的改變。另外規劃國際扶輪策略的優先

事項及目標，依序為（1）增加我們的影響力、（2）擴展我們的觸及、（3）促使參與

者投入、（4）增強我們的適應能力，引導我們未來五年的活動規畫。做為 21  22 獨一

無二 We are Change Maker 團隊們，在未來一年裡咱們共同勉勵，劍及履及實現我們

扶輪年度工作目標。

　　最後，TRADING 在此恭祝貴社社運昌隆，在座各位社友與寶眷及貴賓身體健康，

家庭平安喜樂。

總監賀詞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年度總監　薛秋雄 T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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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擔任總監快卸任時，台中扶輪社輔導成立了一個扶輪社－文

心社，是我任內台中市唯一成立的扶輪社。

　　15 年來，每位社長戰戰競競努力的經營，尤其注重在社會服務關

心弱勢團體，不論在社區弱勢服務計畫－贊助紅十字會食物銀行弱勢

家庭急難物資捐贈，贊助與志工服務計畫－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及地

球清潔日，地區獎助金計畫－財團法人熱愛生命文教基金會「凡星之

家－弱勢家庭服務培訓計畫」落實青少年服務不遺餘力。

　　文心扶輪社自成立以來，社友們凝聚力量共同參與公益，一直讓

我引以為傲。佩服 KK 社長對文心社的經營，除了承接永續更開創了新

格局，帶領文心社更上一層。

　　在此 15 週年授證之際，恭喜社長社務成長表現優異！祝賀文心扶

輪社社運昌隆！

前總監賀詞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前總監　PDG Music 劉昭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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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慶典主席 KK 社長，各位扶輪先進，各社社長、社友、寶眷，各位貴賓，

大家好！

　　欣逢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慶典，很高興能夠參加這埸盛會。本

人向貴社致上最誠摯的祝賀之意，敬祝貴社生日快樂！社運昌隆！

　　台中文心扶輪社創立以來，已滿 15 週年，社內人才濟濟，不乏衆望所

歸的士紳社員。在歷屆社長和社員的同心協力經營之下，從事扶輪社區服

務不遺餘力，在社區和國際服務方面每年都有很多成果，今年在國際服務

上協助日本靜岡縣熱海市土石流天災募款27萬日幣，展現台灣扶輪的愛心；

在社區服務中捐贈淡水馬偕醫院「移動式正壓檢疫接種站」一座、中國醫

藥大學公共衛生服務隊原住民地區寒暑期健康服務營、紅十字會食物銀行

物資捐贈、第 15 屆紀念事業－捐贈台中市政府身心障礙者復康巴士一部等

服務，都獲得社區的好評。本社做為貴社的長期伙伴，實是與有榮焉。

　　最後，在這歡慶的時刻，祝福貴社 15 週年慶典大會順利圓滿成功！與

會各社社運長鴻！各位社友、寶眷，各位嘉賓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大家！

輔導特別代表賀詞
台中扶輪社　陳一雄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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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社-

台中扶輪社社長賀詞

　　恭喜台中文心扶輪社歡慶十五週年慶典，本人謹代表台中扶輪社

全體社友及夫人們，向貴社致上最誠摯的祝賀之意，恭喜您們！

　　貴社在 KK 社長和歷任社長的卓越領導及全體社友的熱忱付出努

力之下，各項服務計劃都有豐碩成果；尤其是貴社「第15屆紀念事業－

台中市第三區復康巴士設備汰舊換新」捐贈計畫活動，讓許多身心障

礙及年長者能安心使用、出入更加方便並減輕家庭不少負擔，這樣的

優質活動也受到扶輪 3461 地區各社的肯定。

　　扶輪社的最大價值在服務，貴社承辦中國醫藥大學公衛服務隊原

住民地區寒暑期健康服務營、捐贈淡水馬偕醫院「移動式正壓檢疫接

種站」一座、紅十字會食物銀行物資捐贈等活動，不僅凝聚社友團隊

合作精神也共創友善的扶輪社區，讓我們生活更充實、美滿、快樂。

希望透過年度「以服務改善人生」精神，願我們都能成為「歡喜心、

扶輪情！」的一份子。

　　謹此祝福貴社今天的授證慶典，圓滿成功、社務昌隆；與會貴賓

與扶輪先進們，大家身體健康、萬事順利！

台中扶輪社社長　吳傳福 Wre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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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宏偉文心造福社群

躍馬中原齊心扶輪
台北中原扶輪社社長　黃齡瑤 P Peggy  敬賀

姊妹社－

台北中原扶輪社社長賀詞
台北中原扶輪社社長　黃齡瑤 P Peggy

各位貴賓、各位扶輪先進及寶眷們，大家好！

　　欣逢 貴社授證 15 週年紀念慶典，Life 謹代表豐原富春扶輪社全體社友、寶眷致上

十二萬分的祝賀，敬祝 貴社 15 歲生日快樂。

　　貴社創社 15 年來，在歷任社長的卓越領導，加上全體社友同心協力的經營，以及

社友寶眷的參與和支持，各項服務均有輝煌成果，對社會貢獻良多，頗受肯定與讚賞。

　　本年度在社長 KK 的傑出帶領和秘書 Interior 的協助策劃，社內活動辦得有聲有色，

社區服務、國際服務也都有亮麗的成績；對於教育方面的付出，更是不遺餘力。年度服

務表現優異，聲譽卓著，身為結義社的我們也感到歡欣且與有榮焉。

　　締結為結義社，讓我們相識、相知、相惜，藉由慶典互訪、社區服務及透過平時社

友間的聯誼互動，凝聚了兩社深厚的友誼。扶輪的服務是永無止境，衷心祈盼結義社情

誼也能像扶輪服務一樣延續下去，歷久彌新。

　　最後，敬祝大會圓滿成功， 貴社社運昌隆；與會貴賓、扶輪先進及寶眷們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大家！

結義社－

豐原富春扶輪社社長賀詞
豐原富春扶輪社社長　賴雅眉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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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の皆様、こんにちは。この度は創立 15周年を迎えられました事を、

心よりお慶び申し上げます。

2010 年 2月 26 日に貴クラブと友好提携をして以来、12年が経ちます。我がクラブは、2020

年に創立 20周年を迎え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貴クラブにも来ていただき共にお祝いをしたいと

思いましたが、コロナ感染症の為に出来なかった事が残念に思います。

貴クラブは創立以来、国際奉仕や社会奉仕に貢献され多大なるリーダーシップを発揮され成長さ

れました。2020 年には、我がクラブにマスクを 10,000 枚寄贈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

た。あの頃は、大変マスクが不足している時でしたのでとても感謝しております。大切に活用さ

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又、日本の色々な地区にも多大なる寄付をして頂いている事もインターネ

ット等を通じて報道されています。同じ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として頭の下がる思いであり、今後は、

貴クラブを目標として活動を行っ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最近は、コロナ感染症の為出会う機会がありませんが、コロナ感染症が終息したら、台湾に出か

けたいと思います。楽しみにしていてください。

最後に、貴クラブが世界でますます貢献するクラブとして発展される事を祈念し、会員、ご家族

の皆様のご健勝とご多幸をお祈りしてお祝いの言葉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台中文心扶輪社的社友們，大家好，恭賀貴社今年 15 周年授證。

　　2010 年 2 月 26 日與貴社締結友好社以來，已經過了 12 年頭。2020 年豐田中扶輪社創立 20

周年時，也非常期待邀請文心社友前來共襄盛舉，可惜因為疫情的關係而作罷。

　　貴社創立以來，對於國際以及社會做了很多的社會服務。2020 年贈送了豐田中扶輪社一萬個

口罩，對於當時口罩不足的我們有相當大的幫助。而我們也在網路上得知，貴社同時也在日本其他

的地區有做捐贈，值得同為扶輪社的我們學習。日後也會以貴社為目標一起做社會服務。最近由於

疫情的關係沒有機會交流，等疫情告一段落，我們將會去台灣拜訪，期待與各位的相見。

　　最後，祝福貴社社運昌隆，日後對世界有更多的貢獻，社友及寶眷們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以上是來自豐田中扶輪社的賀詞。

友好社－

日本豐田中扶輪社社長賀詞
豐田中扶輪社社長　橫地 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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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創立 15週年を迎えられた貴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が、本日、盛大に記念式典を挙行されますこと、
心よりお祝い申し上げます。
本来であれば、直接お伺いして親しくお祝いの言葉を申し述べたいところですが、COVID-19 の
蔓延状況に鑑み、書面にて失礼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たいへん恐縮ながらご容赦いただければ幸
いです。
1984 年に米山奨学生として来日された郭錦堂氏とのご縁から始まり、貴ロータリークラブ 10
周年に際しては、当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と友好クラブの協定締結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同年の
当クラブ 40周年記念式典にも、多くの貴ロータリークラブ会員の皆様にお越しいただき、懇親
会、高尾山登山でも楽しく懇親を深めたことを昨日のように思い起こします。
また、昨年 7月に発生した熱海市伊豆山地区での土砂災害に対しては、多額の義援金をお送りい
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さっそく、熱海南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に持参し、熱海市に寄付
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貴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の被災者支援に対する熱意と、行動の素早さに感動
した次第です。
ここ数年は、COVID-19 の影響から相互訪問の機会がほぼなくなっていますが、一日も早くこの
感染状況が収束し、交流が再開できることを心待ちにしております。
結びに、貴ロータリークラブの益々のご発展と本日ご出席の皆様のご健勝・ご多幸をお祈り申し
上げ、お祝いの言葉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誠心恭賀文心扶輪社，於今日舉辦盛大的 15 周年授證慶典。依照慣例，我們應該要親自前往

致上祝福，但由於 COVID-19 的蔓延，不得已只能致上書面的賀詞，請多多包涵。

　　1984 年的米山獎學生郭錦堂，是我們緣分的開始。在貴社十周年時，與本社締結了友好扶輪

社。同年本社的40周年授證，也有多位的貴社社友前來共同參與，懇親會、高尾山登山等聯誼活動，

彷彿是昨天才發生一般。

　　另外，去年七月在熱海市伊豆山地區的土石流災害，也收到了來自於文心社的募款，非常的感

謝。我們親自送到熱海南扶輪社，我們對文心社的熱情以及行動力，感到佩服及感動。

　　這幾年由於疫情的關係，取消了互訪的機會，我們期待疫情可以早日穩定，重啟我們的交流。

　　最後祝福貴社社運昌隆，及今天出席的各位身體健康，萬事如意。以上是來自相模原中扶輪社

的賀詞。

友好社－

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社長賀詞
相模原中扶輪社社長　田後 隆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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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ar President Dr. Hong-Wei Yan and Rotarians of Taichung Wen Shin, On behalf of Rotary Club 

of Bang Rak,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you on your club's 15th anniversary.

The Rotary Club of Taichung Wen Shin has been one of the primary clubs in Taiwan where your 

dedication and commitment of its Rotarians and their partners in service has made the club very 

relevant to the community it serves.

May your endeavours in the future continue to serve your communities and may the club grow 

in strength. We look forward to another wonderful year - a time to build and strengthen forged 

relationships even further; a time to create and cherish even more shared memories and a time 

filled with dreams that are brought ever closer.

Yours in Rotary,

Saksahrit Pahansaithong

President

April 12, 2022

親愛的台中文心社社長的嚴宏偉博士與扶輪社員們：

我謹代表泰國 Bang Rak 扶輪社祝賀您成立 15 週年。

台中文心扶輪社一直是臺灣的主要扶輪社之一。您的扶輪社員及其服務合作伙伴的奉獻精神和承諾

使扶輪社的服務社群獲得連結與支持。

願你們將來的努力繼續為社群服務。願文心扶輪社的力量持續壯大。我們期待著又一個美好的一年：

一個進一步建立和加強牢固關係的時刻；一個創造和珍惜更多共同記憶的時刻；一個充滿夢想的時

刻。

泰國 Bang Rak 扶輪社

Saksahrit Pahansaithong 社長  敬賀

友好社－

泰國 Bang Rak 扶輪社社長賀詞
泰國 Bang Rak 扶輪社社長　Saksahrit Pahansait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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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賀　台中文心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紀念

參與扶輪  改善人生

服務奉獻  行善天下

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理事長　林志昇  敬賀

中華民國扶輪米山會

理事長賀詞
米山會理事長　林志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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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社長及服務剪影

第 1 屆 2007-08 年度

ROTARY SHARES
扶輪分享

社長／郭錦堂 Health
秘書／陳彥伯 Charity

「愛心送書到人和」結合台中光音
育幼院孩子送書到部落
「黃世傳先生七七書畫展」作品義賣 
「回歸綠生活，坐擁綠建築」公益
講座 
「Color Me Taiwan・色彩遇見台
灣」國際研討會

第 2 屆 2008-09 年度

MAKE DREAMS REAL
讓夢想成真

社長／王飛龍 Dragon
秘書／陳昶佑 CAD

第 3 屆 2009-10 年度
THE FUTURE OF ROTARY IS 
IN YOUR HANDS
扶輪的未來　在你的手中
社長／林嘉裕 Eric
秘書／黃志仲 Jason

締盟國際友好社－與 R.I. D2760 日本
豐田中扶輪社締盟
締結三結義社－與溪湖社、豐原富春
社締結
「校園人權法治及公民教育深耕」研
習會
台中扶輪社與 6 姐妹社暨 12 子社聯合
世界服務計劃
購置「無障礙交通工具－小型復康巴
士」捐贈台中育嬰院

美麗心視界－兒童少年深度閱讀活動

關懷受刑人－彰化監獄參訪

高美濕地淨灘

日本東久留米扶輪社、日本豐田中

扶輪社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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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第 4 屆 2010-11 年度
BUILDING COMMUNITIES - 
BRIDGINE CONTINENTS
打造社區–連結世界
社長／張字信 Johnny
秘書／李村興 Lawrance

締盟姊妹社－與 3520 地區台北中
原社締盟
肝病防治篩檢活動－豐原醫院
曙光工程－只有偶兒童劇團公益演
出〈紅山傳奇〉
香港東莞深圳海外秋旅、香港銅鑼
灣扶輪社例會、東莞立茂化工職業
參訪

第 5 屆 2011-12 年度

REACH WITHIN TO EMBRACE 
HUMANITY
人道關懷　行善天下

社長／江瑞啟 Lexus
秘書／許高山 Book

輔導新世代扶輪社成立－國際扶輪

3460 地區台中市政社

讓愛 PAPAGO －捐贈伊甸社會福利基

金會烘焙庇護工場冷藏冷凍車

與中國醫大公衛服務隊簽訂－偏遠地

區保健服務備忘錄

曙光工程－只有偶兒童劇團公益演出

〈防疫尖兵總動員〉

第 6 屆 2012-13 年度

PEACE THROUGH SERVICE
以服務促進和平

社長／胡建磊 Ray
秘書／周惠萍 Minna

三結義社聯合服務活動－捐贈台中市

和平區自由國小烏克麗麗活動

與 3520 地區台北中原社聯合舉辦高

義蘭部落社區服務

泉州、廈門、金門海外春旅暨職業參訪

南投縣瑞岩部落、發祥國小灌溉水及

飲水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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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屆 2013-14 年度

ENGAGE ROTARY CHANGE 
LIVES
參與扶輪　改變人生

社長／李崇銘 Eddie
秘書／何淑鈴 Meiji

輔導扶少團成立－曉明女中文心扶少團
與中國醫大公衛服務隊簽訂－偏遠地
區保健服務備忘錄
續盟姊妹社－與 3520 地區台北中原
社續盟
上海、蘇州、烏鎮、杭州秋旅暨職業
參觀

第 8 屆 2014-15 年度

LIGHT UP ROTARY
光耀扶輪

社長／凃清淵 CPA
秘書／余瀚琴 Sauna Myanmar

主辦三結義社 1-1 分區高爾夫球聯

誼賽

拜訪泰國曼谷 BANG RAK 扶輪社 
主辦台中市 36 社聯合新春團拜酒會

參加友好社日本豐田中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紀念慶典

第 9 屆 2015-16 年度

BE A GIFT TO THE WORLD
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

社長／許高山 Book
秘書／廖文山 Arch

締盟國際友好社－ R.I. D3350 泰

國 BANG RAK 扶輪社

換喚愛～悅換閱愛：2015 好書交

換系列活動

你捐發票我捐款－發票換植栽活動 
德奧春旅暨職業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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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第 10 屆 2016-17 年度

ROTARY SERVING HUMANITY
扶輪服務人類

社長／何淑鈴 Meiji
秘書／陳彥伯 Charity

締盟國際友好社－ R.I.D2780 日本

相模原中扶輪社

參加友好社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

40 週年社慶

三結義社聯合高球友誼賽暨例會

中華民國婦幼成長協會希望工程系

列－數位學習培訓計畫

第 11 屆 2017-18 年度
ROTARY :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社長／周惠萍 Minna
秘書／陳永盛 IS

舉辦台日少年棒球親善交流賽

張秀菊基金會職涯分享

香港秋遊暨迪士尼樂園雷神索爾路跑

寒天熱食心送暖共享活動

第 12 屆 2018-19 年度

BE THE INSPIRATION
成為勵志領導者

社長／周志憲 Chuck
秘書／許政勛 Sigma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及日本 2660
地區扶少團國際互動與社會服務交

流會

臺灣畫話協會捐贈

紅十字會食物銀行物資捐贈

立達啟能訓練中心捐贈

16



第 13 屆 2019-20 年度
ROTARY CONNECTS THE 
WORLD
扶輪連結世界
社長／陳彥伯 Charity
秘書／劉東嶽 Value

立達啓能訓練中心「親子同桌樂逍遙 
& 物資捐贈」社區服務
信望愛沙發后花園「家庭照顧者喘息
共遊計畫」社區服務
「中彰榮家・公益表演」社區服務
2020 愛您愛您　年菜親送 & 愛上餐桌
社區服務
參加友好社泰國 BANG RAK 扶輪社授
證 35 週年社慶
捐贈日本友好社醫療口罩

第 14 屆 2020-21 年度

ROTARY OPENS OPPORTU-
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社長／許家畯 Roger
秘書／王毓香 Grace

捐贈愛之光公益協會視障按摩椅 
2021 愛您愛伊  讓愛上餐桌服務計畫

把愛傳出去  臺北市立大學排球隊 
暨臺北鯨華選手服務活動

正壓檢疫站募款

第 15 屆 2021-22 年度

SERVE TO CHANGE LIVES
以服務改善人生

社長／嚴宏偉 KK
秘書／張恩誠 Interior

日本靜岡縣熱海市土石流天災募款

正壓檢疫站捐贈

第 15 屆紀念事業－復康巴士捐贈

熱愛生命「凡星之家國際視野課程」

培訓計畫

文心男士音樂饗宴

愛之光－眼睛義診

文心愛您 溫馨如己食物銀行物資捐贈

文心勇士自行車環島 9 天 8 夜

17



2021.12.18
文心忘年會迪士尼之夜

社 務 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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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0.22   文心男士星空音樂饗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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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2021.09.01
總監公式訪問

2021.11.28
文心社員發展策略會議

2021.12.11   地區扶輪日－都會公園

20



2022.03.19-20   第五屆地區年會

2022.02.01
台中市 AB 區扶輪社聯合新春團拜酒會

21



2021.11.06-07
秋遊二日－嘉義梅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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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3.05-13
文心勇士單車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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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團體－文心登山慢走馬拉松隊
2021.12.5   大坑九號步道健走

2021.12.18   寶眷花藝－聖誕相框 文心花藝會

24



2021.11.14
合歡山登山健走一日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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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例會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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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眷聯誼 2022.01.23   第三次寶眷聯誼－春花～新春花藝品茶香

2021.11.13
第二次寶眷聯誼－冬藏濃香醇厚味噌手作

2021.09.26   第一次寶眷聯誼－葡萄樹下映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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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社區服務

2021.07.31   「移動式正壓檢疫站」捐贈

2021.09.04
熱愛生命「凡星之家國際視野

課程」活動

2021.09.06   協辦向上社 2021 疫起送愛心・扶輪攜手向前行　暑期食物箱認購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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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7.31
服務計劃－沙發后花園捐贈計畫

2021.10.31   地球清潔日－臺灣百合復育活動計畫

2021.12.03
把愛傳出去－關懷十方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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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2021.12.06
地區獎助金志工服務案～

愛之光－眼睛義診

2022.01.22   文心愛您　溫馨如己食物銀行物資捐贈

30



青少年服務

2022.01.21
中國醫大公衛社區服務隊寒期服務營－羅娜國小

2021.12.16 
15 週年紀念事業復康巴士交車

國際服務
日本靜岡縣熱海市伊豆山地區 7 月 3 日因豪大雨造成大規模

土石流，有多棟民宅遭受波及，造成數人死亡及失聯的慘劇，

文心社全員發揮愛心，短短兩天，共募得 270,000 日幣善款，

賑災款委由友好社日本相模原中扶輪社統一捐助災區，期盼

協助災民們早日重建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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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職業服務

2021.12.20
職業參訪－自行車探索文化館

2022.03.02
職業參訪－蓁湘雅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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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扶輪社獎：嚴宏偉

地區卓越貢獻獎：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江瑞啟

地區服務功勞獎：地區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江瑞啟

地區總監月報執行編輯－許高山

地區總監月報採訪委員－周惠萍

地區總監月報採訪委員－王飛龍

地區扶輪日主持人－童玉蘭

地區年會膳食組長－嚴宏偉

地區年會舞台協調中心委員－許家畯

扶輪社長獎：嚴宏偉

保羅哈里斯之友 PHF 捐獻獎：

嚴宏偉、張恩誠、李崇銘、周志憲、郭錦堂、楊仁彰

最佳社務獎：嚴宏偉

最佳輔佐獎：張恩誠

職業特殊奉獻獎：

許肇芬、葉家瑜、官芳夙、陳寶惠、謝東益

連續十年以上 100% 出席獎：

李崇銘（15）、江瑞啟（14）、王飛龍（11）

國際扶輪 3461 地區 2021-22 年度
第 5 屆地區年會表揚獎項

團體獎項 個人獎項

社務發展卓越國際服務卓越獎

社區服務卓越獎

公共形象卓越獎

生命橋樑贊助獎

新世代服務獎－扶少團、RYLA

扶輪日贊助獎

反毒貢獻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貢獻獎

扶輪基金貢獻獎

地區年會社友 100% 參與 EREY 捐獻獎

33



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加菲貓組

江瑞啟

Lexus
LEXUS汽車
台中營業所協理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工作開啟我人生的職業，

扶輪開啟我人生的志業。

余瀚琴

Sauna Myanmar
瀚鑫投資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長

2011.10.5 入社

服務機構

夢想不去實現，永遠只是一
個夢想。
不為發生做反應，要為結果
去行動。
Life is good 愛是永恆。

王毓香

Grace 
麥格會計師

事務所會計師

2011.8.24 入社

服務機構

期待與台中文心社一起成

長一起快樂到老，大家平

安，喜樂，健康。台中文

心扶輪社 15 週年快樂！

謝東益

Tony
富翊開發有限

公司負責人

2021.1.6 入社

服務機構

夢想，不是浮躁，而是

沈澱和積累，只有拼出

來的美麗，沒有等出來

的輝煌。

郭榮庚

Peter 
台灣大哥大（股）公司

直營北區業務處副處長

2011.3.23 入社

服務機構

文心大家庭，每位社友

寶眷都洋溢著青春活力，

忘記了歲月，只記得每

一個精彩的畫面。

周志憲

Chuck 
富達興企業有限

公司總經理

2009.10.21 入社

服務機構

莫忘初衷、方有始終。初心

易得、始終難守。學習扶

輪、親力親為、朋友家庭、

事業社會、實現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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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崇銘

Eddie
金閣國際開發

有限公司負責人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

山不是雲」。文心社在全體

社友寶眷努力耕耘灌溉呵護

下，已成長茁壯頭角崢嶸。

陳永盛

IS
群亮力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

2013.4.27 入社

服務機構

兒女已經大到要用美食才

能“騙＂去一起慶生了。

葉家瑜

Econ 
國立暨南國際大

學教授／系主任

2020.8.5 入社

服務機構

社友像一本實體書，很享

受閱讀社友們的歷練與知

識，豐富精彩每一天。

陳弘明

Banker 
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中分行經理

2018.7.18 入社

服務機構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

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

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

歇的水邊。』

我向星星許了個願　疫情解封後要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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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加菲貓肯定不是為美食而生，

但美食一定是為加菲貓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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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萍

Minna
立誠管理顧問

有限公司經理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感恩在扶輪學習成長 15
年，感受家人、公司一步

一步的茁壯，邁向青年，

不忘初心。

張恩誠

Interior
彤樺室內裝修有

限公司負責人

2015.12.2 入社

服務機構

加入扶輪學習了服務、關

懷，換位思考之間總會帶

給自己的成長。

郭錦堂

Health
中國醫藥大學

教授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路就在腳下，你無力改變

終點，但卻能決定腳踏出

的方向。

劉東嶽

Value
華淵鑑價股份

有限公司協理

2011.3.23 入社

服務機構

快樂時時有，扶輪裡最多

若論誰最優，文心眾社友

獨一沒老二，都是心頭肉

范秋明

Judy
泰元旅行社

副總經理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疫情的兩年，都在台灣！真正
的能有更多時間和文心的大
伙兒們聚在一起！
真的感受到這個大家庭，大家
會互相扶持，相互包容！一起
學習，一起成長！

史努比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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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楊仁彰

Bernie
台灣汰古國際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2008.9.3 入社

服務機構

Avere un mondo meraviglioso 
qui ,  unisc i t i  a  un gruppo 
nuovo di zecca con tanti amici 
gentili e renditi una persona 
più felice.

廖浩淳

Heater
佳龍發展系統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長

2009.7.1 入社

服務機構

人類的生命，不能以時間

長短來衡量，心中充滿愛

時，剎那即為永恆！

—尼采

林麗莉

Lili
擎達企業有限

公司

2010.11.24 入社

服務機構

大家在一起的時候，有一
種自然而然舒適氛圍，一
路相伴，溫馨的互動，珍
惜所擁有的美好，有你們
真好。

許家畯

Roger
美家人力資源股份

有限公司總經理

2015.7.1 入社

服務機構

座右銘：

花若盛開，蝴蝶自來

人若精彩，天自安排

You create your own reality.

方嘉綺

Education
財團法人熱愛生命

文教基金會理事長

2015.12.2 入社

服務機構

用愛點亮生命

以熱情擁抱人生

別小看我們是黑白

我們的人生是彩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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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親愛的家人一起

我們什麼事都可以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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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史迪奇組

童玉蘭

Janice
全國廣播股份有限

公司行銷部總監

2018.7.18 入社

服務機構

對文心社從一見鍾情到越來越

愛，謝謝社務讓我有學習和表

現的機會，謝謝社友之間的情

誼，讓我生活更精彩！

陳寶惠

Denise
萊瑞國際有限

公司負責人

2020.11.4 入社

服務機構

榮幸與中國醫藥大學公衛隊～
羅娜國小服務。
天真爛漫的孩子，辛勞的公衛
團隊，給我一種簡單卻是滿溢
的幸福感，以及世上最美和耀
眼奪目的光芒！無限感動！

張字信

Johnny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

師事務所會計師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文心扶輪社創社已 15 年
了！大家都努力的使文心
社更好！祝福大家永保健
康的身體和和樂的家庭生
活！

陳昶佑

CAD
陳昶佑建築師

事務所建築師

2007.5.4 入社

服務機構

將自己歸零，學習別人的

優點，樂在工作～樂在服

務，有愛無礙，伸出我的

手，關懷服務向前走。

陳順隆

Insurance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通訊處經理

2008.10.22 入社

服務機構

感謝文心扶輪社的陪伴，

始終相信付出與懂得感

恩，會帶來不可思議的

能量。

林一哲

Lawyer 
哲明法律事務所

律師

2007.5.4 入社

服務機構

成熟的人不在乎過去，

聰明的人不懷疑現在，

豁達的人不擔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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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詠薇

Lease
立林長青事業有

限公司總經理

2018.7.4 入社

服務機構

身為扶輪第三代

期許自己在扶輪路上

能更加努力學習與付出

2223 想像扶輪夢想起飛

何淑鈴

Meiji
國立臺中科技

大學副教授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夫妻初嚐登上台灣百岳的

歡悅獻給了文心社。

深深感受扶輪家庭的溫

馨。

賴品佑

Building
巨合營造股份

有限公司經理

2014.7.2 入社

服務機構

2022 年開心與熱血的文

心社友們九天自行車環島

之旅

許政勛

Sigma
太通精密工業有

限公司業務經理

2011.8.24 入社

服務機構

加入文心十年，不僅向社

友們學習，也在服務中成

長，更因文心社才有現在

美滿的家庭！

嚴宏偉

KK 

天勤生命文創股

份有限公司總監

2011.10.5 入社

服務機構

文心 15 榮耀扶輪

一起創造

屬於你我的文心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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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史迪奇組最棒，

每次家聚都做好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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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尼熊組

黃志仲

Jason
瑞宬國際貿易

有限公司經理

2008.5.3 入社

服務機構

伴隨文心十五載，潛移默

化好人脈；服務扶輪百千

人，衷心祝福社運隆。

陳蓓琴

Peggy
丰丹嚴選本舖股份

有限公司負責人

2019.3.20 入社

服務機構

既然改變不了世界，不如強大

自己的內心

內心越強大，處世越溫柔

大智者必謙和，大善者必寬容

洪麗卿

Sharon 
創客共好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長

2016.5.25 入社

服務機構

在扶輪社第 6 年了，看到許

多扶輪社友的服務精神及無

私的奉獻精神，多位扶輪前

輩成為我學習對象。

陳雅鈴

FP
公勝保險經紀人股份

有限公司業務總監

2011.12.7 入社

服務機構

努力學習，勤奮工作，

讓青春更加光彩。

文心扶輪已 15 週年

我願與它共同成長！

曾仁宏

Dental 
奇美牙醫診所

院長

2008.7.2 入社

服務機構

Carpe diem~

2013.7.3 入社

楊仁榮

Kelvin
銓寶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特助

服務機構

成立十五週年之際，衷心祝

賀文心更加發展壯大，匡我

扶輪，惠我扶輪，扶輪之友，

陪伴我共同成長的大家庭，

有你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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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陳俊宏

Doctor 
長頸鹿聯合診所 
院長

2011.8.17 入社

服務機構

環島挑戰體力
全家動員打氣
陪伴加油鼓勵
彼此支持勉勵
共譜美好回憶

廖月香

Balance
長霖中醫診所

院長

2008.8.6 入社

服務機構

祝福文心社社運昌隆，

社友及寶眷們平安健康！

陳俊茂

Attorney
永懋聯合法律

事務所律師

2011.7.6 入社

服務機構

從到社裡演講，進而成為

社員，感受文心的溫馨與

友誼，自我出席率加油！

穰穎堅

Albert
永聯物流開發股份

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加入文心社 15 年，跟著文心
社一起成長，收獲滿滿、喜
悅滿滿，感謝文心社帶給我
的一切，也祝願文心社運昌
隆，不斷再 15 年！

陳彥伯

Charity
台灣真空鍍膜股份

有限公司執行董事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我們一起享受：
幼年時的歡樂
家人般的親密
團隊中的互助
社會上的多元

「我們的友誼比永遠還要遠」～維尼　　只要在一起，比什麼都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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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老鼠組

許高山

Book 
立夏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負責人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歡慶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

紀念

溫馨鼓舞快樂扶輪～向

前行

許肇芬

Tris 
青廷自動化

有限公司特助

2020.7.1 入社

服務機構

大家一起攜手創造文心

無限璀璨的未來吧！

文心生日快樂！

林岳毅

Young Bank
台茂奈米生化（股）

公司副總經理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感謝社友們十五年來的

陪伴，從我未婚到小孩

上學，共同成長、茁壯，

文心生日快樂！

官芳夙

Doterra
華慈有限公司

負責人

2021.1.6 入社

服務機構

非常開心加入文心扶輪社

這個大家庭，互相扶持的

文化，讓每位社友都有自

己的歸屬，扶輪讚讚讚

王飛龍

Dragon
靜宜大學教授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15 年的歲月，增加了不

少白髮，容貌的些許改

變，不變的是；對這個團

體的情感。

凃清淵

C.P.A.
安永聯合會計師

事務所執業會計師

2007.3.16 入社

服務機構

文心社 15 歲了

展現年輕與活力

以歡喜心作服務

社友情誼永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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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貞娥

Elaine 
立昌地政士聯合

事務所負責人

2008.7.2 入社

服務機構

喜歡一切屬於真實的文心

社，開心溫暖的文心社。

文心 15・榮耀扶輪！

張凱嘉

Danny
德律國際專利商標

法律事務所副理

2019.3.20 入社

服務機構

扶輪、扶輪、欣欣向榮

全家參與，其樂融融！

全家參與，快樂無窮！

賴志銘

Tom Cruise 
冠易有限公司

總經理

2015.8.19 入社

服務機構

扶輪精神，常在我心！

周燕麗

Art 
大圓藝術空間

負責人

2011.10.26 入社

服務機構

生命的長度老天決定；

生命的高度自己作主；

扶輪，拓展了我生命的

寬度。

哈！我們的耳朵，歡樂多多。盡情享受此刻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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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我們是鼠輩？

吃喝玩樂我們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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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

各位扶輪前輩、與會的貴賓寶眷們您們好：

　　非常謝謝您們每位在百忙中特地來參加文心扶輪社 15 週年授證，向您們致

上最誠摯的歡迎及感謝。非常感恩輔導成立文心社的阿母社台中扶輪社，尤其是

PDG Music、輔導特別代表 PP Van、PP Saw 及輔導委員們，因為您們的堅持

與努力，終於在 15 年前，耀眼的文心社這個屘仔子才得生出來。

　　回首 15 年，非常謝謝在 CP Health 及歷任社長、全體社友及寶眷各項努力、

奉獻付出下，一步一腳印才有現在的成長，今年更有 KK 社長，秘書 Interior 的

帶領，完成了各項社區服務活動並獲頒優質扶輪社獎，給了非常多需要的人莫大

幫助，更重要的是，讓社會上繼續認識，扶輪人的愛與願意服務的精神。

　　謝謝文心家人給我這個機會，在將要邁入第 16 屆時，我跟秘書 Building

將與文心社全體社友寶眷，在 2022~23 的 R.I. 主題「想像扶輪 IMAGINE 

ROTARY」繼續前進，就像 RI 社長當選人珍妮佛・瓊斯在年度主題演講時鼓勵

大家所說的：

想像一個最值得我們付出的世界，

想像一個沒有小兒麻痺的世界。

想像每個孩子都有學習閱讀的世界。

想像善良、希望、愛與和平。

　　最後，祝賀各社社運昌隆、各位貴賓、社友寶眷們身體健康、家庭美滿，謝

謝！謝謝大家！

社長當選人致謝詞
2022-23 社長當選人　劉東嶽 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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