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675 次例會      2022 年 3 月 16 日      第 15 卷˙第 16 期  

本週例會節目 

 

日期： 2022 年 3 月 16 日(星期三) 

1.扶輪感動：加菲貓組  

2.專題演講：『Emotional Branding 

                       高感性行銷-通往好感品 

                       牌的設計思維』 

   演  講  者：王郁彬  小姐 

   現        職：逢甲大學經營管理學院  

                      EMBA 副執行長 

下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期： 2022 年 4 月 6 日(星期三) 

 文心社、中州社、黎明社 

三社聯合例會 

專題演講：超業思維  

 演  講  者：陳茹芬   小姐 

 現        職：和泰移動服務   協理  

感謝美商 ERA 不動產邱宏吉副總〝藝術、不動產在 NFT 及元宇宙的佈局商機〞精彩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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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74 次例會出席率統計 

  社 員 人 數                  52 人 

  出 席 人 數                  23 人 

  補 出 席                   10 人 

  出 席 率                     63  % 

上週未出席社友~ 

            我們想念您 

Health, Albert, CPA, Johnny, Lawyer, Jason,  

Dental, Elaine, Balance, Bernie, Insurance, Heater,  

Attorney, Sigma, Grace, Sauna, FP, IS, Kelvin, 

Roger, Tom Cruise, Education, Sharon, Lease, 

Banker, Danny, Denise, Doterra, Tony 

例會節目預告    

第 677 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 2022 年 4 月 20 日(星期三) 

專題演講：花言花語 

演  講  者：李增宗  先生 

年籍： 88 歲、金寧鄉古寧頭北山人 

學歷：金中初中、金門高中、台大農藝系 

經歷：曾任金門縣政府農試所所長、縣府  

            建設科長、經濟部農業局科長、輔 

            導會技師、農委會簡任技正兼農政 

            科長。 

1973 年全國十大傑出青年 

第 678 次例會節目預告 

日        期： 2022 年 5 月 4 日(星期三) 

文心授證 15 週年紀念慶典 

糾察報告 

KK 

1.謝謝 Steven 蒞臨文心社分享，令人深刻還搞不清楚 NFT，要好好來學習

NFT 的商業模式。 

2.邀請各位社友寶眷 3/5(六)早上來給文心環島勇士們加油打氣！ 

1,000 

Interior 

1.謝謝 Steven 蒞臨文心社分享，令人深刻還搞不清楚 NFT，要好好來學習

NFT 的商業模式。 

2.邀請各位社友寶眷 3/5(六)早上來給文心環島勇士們加油打氣！ 

1,000 

Book 

1.感謝邱副總 Steven 精彩分享藝術、不動產在 NFT 及元宇宙商機，獲益

良多！ 

2.感謝社友、寶眷 2/18 前來參加老丈人的告別式。 

1,000 

Chuck 

1.感謝 Steven 蒞臨演講，深入淺出分享 NFT 的趨勢與簡單運作模式，受

益匪淺。 

2.預祝文心鐵騎隊在 P KK 引領下，環台成功，一切順利，光榮返回！ 

1,000 

 合計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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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訊息 

▓ RI 社長代表晚宴暨 PHF 捐款人感恩餐會  

     時  間： 2022 年 3 月 18 日(星期五) 17 ： 30-21 ： 00 

     地  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B2 長榮廳 

     參加對象： PHF 捐款人伉儷 

▓ 3461 地區第 5 屆地區年會 

     時  間： 2022 年 3 月 19 日(星期六) 、3 月 20 日(星期日)  

     地  點：中興大學惠蓀堂 

     參加對象：全體社友 

  實用的扶輪知識 
 

3481 扶輪地區 2018-19 年度 扶輪知識委員會 提供 

社員提高扶輪的聲望才是真正的扶輪  

深思扶輪的發展，雖規模遍及全球，卻也漸有輕內涵、重數

目的現象；總是花費甚多時間及資源在形式及排場，慢慢偏

離了扶輪初心。如今全球社員成長停滯，是否值得我們深思

檢討 ？  

RI 的典範，曾任 32 年秘書長，卸任後仍自認只是普通社員，

毫無階級觀念的 Ches Perry 曾說：「與扶輪社相比、社員個人

更為重要；改造世界最好的方法，必須先改造人。」社員不

是靠扶輪提高自己的聲望，而是扶輪靠社員提高扶輪的聲

望；這才是真正的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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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社長 嚴宏偉 KK 

感謝感恩 

每一位的文心環島勇士們❤ 

這 9 天我們ㄧ起攜手圓夢 

這 9 天有汗水、有歡樂、有辛苦、有開心、有

危險、有愜意、有許許多多複雜的心情，但是

最棒的是這 9 天有你妳們在身邊，我們一起相

扶持，ㄧ起相互打氣，ㄧ起相互鼓勵 

從第一天台中出發，KK 秋月帶著開心又忐忑不

安的心情，我們文心勇士 30 人要快樂平安的出

門，也要開心帶著滿滿回憶+順利平安的回來台

中！ 

真的好感恩，好想抱抱每一位伙伴，我們真的

ㄧ起完成這 9 天瘋狂又美好的故事！ 

真心的謝謝您們❤ 

 

 

 

 

 

 

 

 

 

 

 

 

 

曾麗甄 Building 夫人 

 九天單車環島完成了，耶！ 

感謝文心社長 K K 及夫人秋月的帶領 

感謝熱血的社友、最愛的老公、弟弟、好友一

路的陪伴 

感謝熱情的加油團的鼓勵 

沿途一步一步踩著單車 

感受 

炙熱的單調公路 

浩瀚的藍色海洋 

廣闊的綠色平原 

清淨的藍天白雲 

還有 

同伴的笑鬧聲 

相互的鼓舞及關懷 

吃不完的零食補給 

沒有手機鈴聲 

沒有公事雜事 

只有專心地踩著 

單車向前行 

很純粹很美好的旅程 

值得一輩子珍藏的回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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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周燕麗 Art  

        去年，當 K K 社長敲響第一聲鐘，空氣中就瀰漫著濃濃的「單車環島」味。社長夫人秋

月，開始展開狐媚行動，誘惑文心勇士，廣納各方賢良。就在數次練騎的當下，不時餵食早午

餐，刈包侍候，冰棒點心蠱惑眾人。就這樣，吃著吃著就吃出動力，騎出感情來。真的，被騙

也甘願！ 

        勇士們怕成為保母車的好朋友，行前爬山重訓、跑步游泳，或練心肺，或練腿力，啟動所

有危險機制。 

        「2122 ，獨一無二，文心環島勇士， go go go」呼完口號，突然心虛的慌，能行嗎？不僅自

己沒信心，連周圍的親人也不給力。「好啦！好啦！妳加油！」「所有周家的人都不看好

妳」。哈！當我看著網美京諺，貴氣的 Judy，美麗的 Janice，甜美的 Peggy，溫柔的惠萍，嬌小

的 Denise（小巨人駕著大貨車）……，忽然覺得自己很威武。於是膽從心中起，技雖不如人，但

「高」人一等。虎年嘛！唬爛能行。 

          騎壽卡那段（南迴至高點），隊友說：「累到差點往生」。滑行至海邊，望著太平洋，海

風一吹，美感全無，只剩下「無力感」。Judy 說：「車子還有電，我沒電啦！」這是第 4 天在

知本。當晚是銷魂夜，中暑的中暑，嗜睡的嗜睡。領導姿姿放話：「各位泡溫泉千萬不可以泡

太久太放鬆喔！肌肉會有記憶，明天會騎不動。」哈！隔天就有人喊著「腳好沈」。唉！殊不

知肌肉痴呆，記不住前一天的腿力。 

        數饅頭的日子很難熬，吃完最後一顆饅頭，握緊拳頭， go go go！中部的陽光很熱情，空氣

中瀰漫著濃濃的汗水味，你儂我儂，分不清是你的還是我的，就是大家的。勇士們凱旋歸來那

一刻，文心家人們夾道歡呼，「單車環島」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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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曾仁宏 Dental / 蔡京諺  

我們在漫長騎行的過程中 

體悟出～ 

人生就像環島，有風景，有障礙，有上坡，有下坡，有驚喜，有

波折，沒有一路的順風，也沒有一路的逆風，我們一關關前進。 

行進間，夥伴們相互鼓勵照應著，隊伍一路有前有後但都不放棄

的堅持著向目標前進！ 

感謝隊友們的相伴，我們有了人生驕傲的事蹟和健康證明！ 

 

 

陳寶惠 Denise  

自行車環島一直是我多年未能實現的夢想， 

在社長 KK 和夫人 Julia 鼓勵下，  

能和好友 Janice 在 50 歲這年完成這夢想, 

真的非常開心興奮！是一輩子最珍貴回憶！ 

由衷感謝每位夥伴的包容及照顧。 

出發前，身體出現一些不適的症狀，幾度曾想放棄！ 

但， 看見社長 KK 和夫人 Julia 用心的舉辦練騎，叮嚀準備用品等, 

無比的關愛，令我動容！並堅持一旦報名就不退縮的意念！ 

在旅途中有細數不盡的趣事和歡樂，  

每位夥伴都是如此的親切可愛！ 

彼此加油打氣，吃好住好睡好！ 歡笑聲不斷!  

身體原本不適的症狀竟自然都消失！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樂者藥也！ 

謝謝大家~ 您們是喜樂的良藥！療癒的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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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陳俊宏 Doctor 

        陪伴～人生最重要的課題、最美好的回憶、感謝社長

kk 跟秋月、舉辦這麼有意義的活動、老婆勇敢的報名挑戰

文心社環島九天、自己也挑戰團隊時間管理、陪第一天、

第五天（中午從台中衝去台東）第六天（下午從宜蘭趕回

東勢）、第九天（第八天下午從東勢 5:00 直接準時出發、

參加竹北 6:10 慶功宴，原本的全國醫師盃高爾夫球賽、也

選擇棄權陪親愛的老婆一起騎）、一路陪騎在後面、除了

享受難得的談心時間 、也互相鼓勵、中間也遇到幾個陡的

坡、老婆原本可能騎不上去、想放棄、但一邊陪在旁邊鼓

勵、一邊幫她調整騎車轉速、電池輔助方式、終於一一的克服完成～ happy ! 就像人生、有了陪

伴、與鼓勵、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難、珍惜共同努力走過的日子！從美麗的花東縱谷、到蔚藍的

太平洋海岸、享受伯朗大道的翠綠、優遊西濱公路的陽光、九天～恭喜老婆完成環島壯遊夢

想、看到台灣各地的美、也交到一群一輩子的好友、謝謝所有同行的朋友、成就這輩子最美好

的回憶！ 

洪瑩容 Doctor 夫人  

        騎車環島原本是和 Doctor 一起參加的成長旅行，Doctor 多年前曾經和大兒子騎過環島，念

念不忘後來因為疫情關係所以時間往後延，Doctor 工作量也陸續增加就沒辦法一起旅行了，原

本想說這樣我應該就不能成行，卻巧遇開心女騎士秋儒是很想要環島旅行的，因此結伴而行順

利出發。團練時都剛好臨時有事沒有練習，出發前心情上是有些擔心的，也考慮到不曾獨自出

門這麼多天。幸好環島笫一天上午老公很貼心的陪同騎到彩虹眷村，感覺很好也很愉快就像郊

遊踏青一樣，一路順利到彰化溪湖糖廠吃冰。下午到雲林我就開始感覺疲累了，有點像是煩燥

期吧！聞著空氣中瀰漫春耕的味道，天氣又有些小熱，兩腳踩呀踩著呀！突然看到田野裡的農

民，蹲坐在田間埋頭工作，就覺得好感動，每個人都很努力在自己的生活中過日子，想到能夠

有時間可以好好環島真是一種幸福！心境就不同了！尤其是可以和好朋友們一起同行！每天吃

呀吃！騎呀騎的，居然就回到台中市政府了，超開心！雖然很累也很懷念每天的行程。 

        出發前的準備和出發後的公告事項，這些都是團體生活中要注意的地方，尤其是騎腳踏車旅

行這樣特別的旅行方式。我的學習心得一是要珍惜身邊的人二是要認真看公告很重要，感謝社

長 KK 和夫人秋月一路上的細心照顧和費心妥善安排大小事宜！謝謝同行車友的鼓勵和笑語盈

盈！ 謝謝老公 Doctor 的支持和陪伴！才能完成這次騎車環島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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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葉家瑜 Econ  

        家裡沒有腳踏車，也從沒用過 ubike，去到哪裡都要開車的

我，竟然參加了自行車環島，自己都不敢相信…。本來環島的日

期是在去年 10 月，因為疫情的關係改到今年的 3 月，剛好今年 2

月到 8 月我申請了教授休假，又不能出國，一連串的巧合促成了

這趟驚心動魄的旅程。 

        環島前一天就因為腦海中太多的畫面無法入眠，帶著睡眠不

足的慌張心情準時到了台中市政府廣場，展開了第一天 96 公里的

騎程，然後有人就莫名其妙的自摔回家了…。懷著忐忑的心順利

騎完全程，整趟旅程讓我驚訝台灣的大車其實多會跟自行車保持

安全距離，沿路也很多人幫我們加油打氣，除了徜徉在台灣壯麗

的山海美景外，也感受到台灣人的善良與熱情。 

        這次旅程讓我重新考慮把腳踏車列入交通工具的選項，馬路

如虎口，但台灣的道路就是有種莫名的亂中有序，加上這次旅程學到了許多安全騎乘的知識，

期許台灣騎乘腳踏車的人口越來越多，相信未來台灣不只在腳踏車的產業世界一流，台灣的腳

踏車騎乘環境也會是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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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童玉蘭 Janice  

        回想 3/13 傍晚五點，我們 30 人

浩浩蕩蕩回到台中市政府廣場，遠

遠就聽到文心扶輪社啦啦隊們搖旗

吶喊熱情歡迎我們歸來，那一刻，

連我自己都不可置信，我真的做到

了～九天八夜的單車環島 900 公

里。 

        還記得半年前，在一次例會上，

聽到秋月在說想要揪一團女社友單

車環島，我聽都不敢聽，躲得遠遠

的，因為我自認騎單車我有陰影，

我小學升六年級的暑假，有一次因為騎腳踏車在下坡時，才發現車子煞車失靈，我當時衝的很

快，迎面而來一輛卡車，我只能選擇摔車，那一年暑假，我全身包了紗布兩個月，從此我就不

敢再碰騎腳踏車了。 

        但由於社上的女生感情太好，向心力又強，在知道大家一個接一個報名的時候，我心裡也

開始動搖了，我想克服我心裡長久以來的心魔，所以，就給它勇敢的報名了；之後我就開始利

用假日清晨，自己慢慢練習，也參加了三次團練，為 3/05 的啟程做準備。 

       第一天出發，大家騎車的模樣就像是騎腳踏車去菜市場，但隨著天數增加，越來越有默契，

當領隊只要比出食指，我們很自然就會行成「一路」隊形，旅程中讓我感動的事物滿滿，互相

打氣、互相照顧，彼此關心，沿路笑聲沒停過⋯我在第一天熱到汗流浹背，疲累的問我室友

Denise:「騎腳踏車到底有什麼好？」她的本業就是製造單車，她告訴我：「等到有一天，妳騎

到不想下來，就會知道騎車的美好」，我在第四天花東的兩潭自行車道，找到這種感覺了，天

啊，原來騎單車的美是我以前從未有過的感受，感謝主！ 

       如果問我，這趟旅行給了我什麼？一定要感謝敢帶領我們這群不被看好的社員挑戰不可能

的 KK 社長和秋月夫人，和專業捷安特團隊，一路的細心呵護、站站補給當地美食餵胖我們；九

天當中也讓我知道騎腳踏車這項運動，只能靠自己，旁人無法幫你，自己要努力的踩、用力的

踩，只有靠著自己的意志力前進，不斷告訴自己，我一定可以，快跟上隊伍，不要讓自己受

傷，努力向前就對了！ 

       感謝主在沿途美麗的風景，讓我跟自己對話、跟上帝聊天，我也非常驕傲的跟兒子說：有些

事雖然會怕，也以為不可能，但如果不給自己機會，勇敢嘗試一次，又怎會知道，原來，我可

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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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范秋明 Judy  

國中畢業後就沒騎過腳踏車了！ 

結婚後就連摩托車都沒碰了！ 

誰也不相信欠缺運動細胞的我會參加 9 天 900 公里的騎腳

踏車環島瘋狂行程！ 

其實當初只有一個念頭：這麼多伙伴一起，這次沒參加，

這輩子就不會去做了！加上秋月的鼓勵，ART 的鼓吹，好

啦！就給它衝一次，了不起上保母車嘛！ 

到出發前一晚，緊張到睡不好！出發後，中午的太陽，太

平洋的強風，確實很挑戰！但是一群人壯膽很重要！只能埋頭向前行，專業的領騎和指導，降

低了騎乘的風險，伙伴家人的陪伴，增加了騎乘的樂趣和信心。 

現在的我，正是朋友們聊天的話題！ 

感謝大家的邀約，也很滿意自己大膽的參加和勇敢的完成環島騎乘！ 

謝謝文心加油團，文心勇士，讓我的旅遊史又增加了一項新的版圖！ 

 

 

陳蓓琴 Peggy  

        「人生有夢築夢踏實」不是每一個夢想都能被實現，而這個單車環島的夢想在眾人的協助陪

伴下圓滿平安完成，心中無限的感恩與感動！ 

        最要感謝社長 K K 以及女超人茱莉雅，熱情真誠積極的邀約，給我們信心勇氣讓熟齡的我們

有機會實現夢想。而茱莉雅的貼心周全以及用心更讓我見識到一位優秀成功女性服務他人，為

人著想的美好特質，實在太難能可貴了，也深深讓我佩服。 

        而捷安特專業優良熟練的帶領，每每在

車水馬龍人車交疊的危險路口，護衛著每一

位社友的安全，二三十歲的年輕人，保護著

一群五六十歲的老人真是令我汗顏又感動，

也不禁讓我更深刻的感恩！謝謝您們 （深

深躹躬） 

        我想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夢想清單，都有

自己好想完成的事，祝福大家在未來人生的

旅途中都能逐夢踏實夢想成真。而文心家人

們要一起完成的夢想也將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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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蔡惠萍 Peter 夫人  

單車環島這美麗福爾摩沙島-台灣。 

是很多人的夢想，我也是。 

KK 社長、秋月社長夫人點燃我們完成夢想的機會。 

日月潭的環湖體驗，周密的行前排練，讓我們有行動信心。 

準備好-出發。 

沿途就是滿滿的感動。 

感動-伙伴相互照顾 

感動-捷安特全方位的服務 

感動-台灣這麽美 

KK 社長，社長夫人謝謝您的勇氣帶領我們完成夢想。 

 
 
 

許家畯 Roger  

        和許多同行的好朋友一樣，參加自行車環島一直不是我們的人

生規劃；原本厭倦了走馬看花、上車睡覺、下車尿尿的行程，而是

偏好定點的深度之旅，沒想到在社長 KK 和夫人秋月大力號召下，我

們也就情義相挺地、讓有運動習慣的我來參加，另外一半為何不參

加呢？因為她喜歡的是「被動式」運動嘛！ 

        老實說，因為有運動習慣的關係，除了參加 2 次的團練及改騎

U-bike 當交通工具外，我並未太擔心此次行程，甚至也一度想效法

Paul 哥、來個全程公路車自我挑戰，還好在去年地區扶輪日、我騎

U-bike 挑戰大肚山時，累到差點半路往生才決定作罷。 

        由於我的人生也算勞碌奔波，所以 9 天的的風景、人文大都是

我曾經歷過的，只是換了不同的交通工具、和一群不同朋友遊歷的

新鮮感，但是同行的幾位大哥、大姐的堅強毅力，卻是令我佩服不

已的；加上文心社友們從出發到結束的接送過程、行經高雄和竹北時驚喜的加油團、還有結束

前一天老婆的陪睡、陪騎，都讓我感受到滿滿的關懷和祝福之情；最後當然是 KK 社長伉儷及捷

安特團隊、沿途無微不至的照顧和細心的安排，才能讓此行在最低的風險下、大家平安順利地

完成難得的人生歷練；至於一路上被大家引為笑談的「吊帶式車褲」，我也準備將之束諸高

閣、改天想耍寶時再通知大家來看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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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余瀚琴 Sauna  

什麼？腳踏車環島！ 

即使報了名要參加 

在還沒有出發之前 

都只敢用想的 

直到順利完成 

回到台中原點 

領到證書才證明那是真的 

其實騎腳踏車環島並非想像中困難 

因為科技已經發明有一種叫「電輔車」 

需要的只是多一點點的耐力及體力 

當然也要有一群不分年齡只要充滿熱血的伙伴及專業的捷

安特教練團隊 

給自己一點點熱血的勇氣加上專業的教練帶隊 

做起事來就輕而易舉了 

要給我們所有有勇氣參加的勇士們一個大大的擁抱大大的讚 

當然更要給我親愛的 Paul 一個「特別的愛」愛你億萬年 

特別感謝文心拉拉隊又是歡送又迎新 

以及中途高雄，竹北加碼驚喜 

再次謝謝發起人 KK 社長，秋月夫人推動成就了大家不可能的任務 

有你們真好，愛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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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文心之友  范蓓蘭  

論語《公冶長篇》第 20 章：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 

再，斯可矣。 

 

格言：不要想太多，去做就對了！ 

 

當 Judy 跟我提到「騎自行車環島」，腦海中想像的是：騎不

動上遊覽車，踩不動就把電動車的馬力加大，讓它自己跑

（像狗狗路）。 

經過第一次的日月潭團練，發現電輔車也要「踩」才會跑，

就開始「思考」，哇！這怎麼玩？ 

第二次團練，雅潭神步道，曾騎過的熟悉路線，忽略了困

難，信心大增。 

第三次團練「銀行山禾家牧場」，上坡起步是我的罩門，拇

指一推「讚讚讚」就騎上去，「鬆懈」了危機意識。 

就這樣，成就了這趟「單車環島」。 

 

謝謝 KK 社長和秋月，沒有年齡上限，允許我們參加。 

謝謝隊友們的包涵和協助，讓我們從始至終，沒上保姆車。 

謝謝捷安特 6 位專業教練，耐心和愛心整路照看著我們。 

沒有你們，我們可能第五天就棄械投降了！ 

 

坦白說，冬天怕冷夏天怕熱的我，真沒做過「自行車環島」的大夢。9 天 8 夜回到家，看到隊

友 PO 的環島軌跡，才驚覺「怎麼可能啊！！！」 

 

最後，謝謝文心扶輪社 KK 社長和秋月，謝謝每一位環島勇士，謝謝捷安特姿姿團隊，由其是

「貼身家教大狼」。 

因為有您，完成了我人生中「不可能的任務」。 

此刻，我開始有夢，「花東三天自行車」將在計劃中！ 

期待文心扶輪社的環島勇士們，再次結伴而行！ 

謝謝大家！ 

我愛你們！ 

榮耀歸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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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文心之友  曾炯祥  

終於終於完成了單車環島旅行！ 

太多太多需要感謝再感謝！ 

故事的開始，環島，日月潭，玉山都不是我的人生志向，我只想

過這輕輕鬆鬆，無憂無慮的日子！剛離開工作崗位，多年以來累

積的疲憊，感覺好累好累！ 

因緣際會，我姐問我要不要參加，我考慮超過一個禮拜，才報名

參加！ 

首先我要感謝的是，老天爺： 

我擔心旅途中，會不會下雨，下雨的時候，會不會淋濕，會不會跌倒，又濕又冷怎麼辦。會不

會有寒流侵襲，會不會感冒。 在出發前兩天，我先去白沙屯拱天宮參拜，保佑我們旅途順利，

這九天都是好天氣，老天保佑，謝謝老天爺！ 

其次，要謝謝捷安特旅行社，提供好的交通工具，及專業團隊，讓我們順利完成環島旅行。 

再來感謝，KK 社長，秋月，把大家揪在一起，用他們的熱情，把我們外人當做家人看待，謝謝

KK 社長，請我們吃大餐，太多太多的感謝.... 

最後感謝同行的伙伴，一起努力一起流汗，同甘共苦，終於終於完成環島旅行！ 

2122 獨一無二，文心扶輪社，環島成功，耶耶耶.... 

 

 

文心之友  秋儒  

Dr.夫人容容的邀約，騎乘環島旅行的計劃成行。在未出

發前，看到社長 KK 及社長夫人秋月姐，設想周到考慮大

家的安全，安排團練.…，文心扶輪真的很不一樣。 

當環島日子的到來，騎車過程中，秋月姐還是不時耳提

面命注意大家的安全，這當中雖有一些小插曲，但這 9

天大家同心協力譜出的樂章，化不可能為可能，如同文

心扶輪口號「2122 獨一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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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文心之友  蔡維欣  

【不虛此行】 

就是單車環島 9 天的感言 

雖然行前戰戰兢兢，怕體力不濟，怕天氣不佳，怕有意外⋯ 

然而老天果然垂憐勇士們，讓我們過關了。除了感謝上天的垂憐，也要感

謝秋月，在騎乘公路單車的技巧上，很有耐心的指導，體能已經習以為常

的記憶，讓我覺得像朽木一樣，雖然心理想要百分之百學樣，但是總體說

來，只學了七八成敬請包涵。也要感謝捷安特的教練團隊，有他們戮力的

帶領，讓我只要盡力跟著前進就好，沒有其他負擔。還要感謝全體團員的

包容，在我騎得艱難不知天地的時候，大家還是願意一輛接一輛的向前

行。感謝再感謝，也想讓大家知道，我也盡力了。 

 

文心之友  劉秀米-小米-Vicky  

築夢追夢圓夢 

單車環島是我的人生夢想清單 To do list 之一 

因緣巧合加入文心扶輪一起逐夢踏實，夢想成真那一刻心中

澎湃激昂，圓夢的感覺真好⋯⋯ 

從日月潭練騎開始三次搭高鐵來回台北台中，還要提早一晚

住同學家，曾問自己為什麼不參加台北出發團即可？第七天

還隨團住兄弟飯店，一路騎乘南下台中，見隊友們在家人好

友盛大迎接回到溫暖的家，我還要急趕行程換衣搭高鐵回台

北？ 

答案是肯定且值得的，把握當下，付出行動，夢想才會成真。 

此行要感謝很多人，許多事…… 

從好同學麗甄的邀請推薦，一路照顧 

KK 與秋月的細心安排，無私奉獻，溫暖接待，出錢出力，還要擔心人員安危，心理壓力不在話

下，這麼好的社長與社長夫人，貴社之福。 

捷安特專業團隊的安排服務，忍不住要按好多個讚，應是從諸多經驗中粹煉出的結果，我們樂

亨其成，當然人員不改初衷的服務態度才是最關鍵。 

最後，此行認識很多新朋友，一路隊友間互相打氣照顧，鼓勵，交換人生經歷，收穫滿行囊…. 

最美的風景是人，我會珍惜，珍藏在我人生的記憶盒子中，後會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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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文心之友  王玉童 (東英扶輪社) 

環島是年輕時候的遙遠的夢想 

剛剛好適合的時機 

竟然譲我參加到文心扶輪社的勇士團 

開始時群組裡要去哪裡行前訓練 

如何準備所要的衣褲洗的物品 

我都覺得怎麼那麼細心 

原來我以為我是很有經驗的騎士 

到銀行山行前訓練時 

才知道自己的想法錯誤 

還好有非常好的領導團隊 

也有非常棒的團友 

從前幾天的混亂的行程變成了習慣的景然有序的向前邁進 

一同欣賞美景一同經歷驚險的旅程 

經過壽卡的淬湅讓我中暑的經驗還好有秋月和麗甄大師的刮砂 

才能繼續後面的行程 

也是感謝大家不離不棄的相伴 

完成這樣一個壯舉 

也是讓我了解到 

不能夠太偷懶隨著年齡更要好好照顧自己的身體 

在旅程中有太多感想回憶 

真的要分門別類 

人事時地物天氣一一分析細述 

可能可以成為一本遊記 

總之就是感謝捷安特專業團隊 

活潑的文心社 

芋頭妹妹葉教授台北新竹等等好伙伴 

謝謝 KK、家畯室友的包容 

我會想念大家的 

有機會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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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專欄  

2122 文心自行車環島 

感動分享 

文心之友  世洲  

        這旅程不在預期中，但它真的發生了，起始是我與內人去

維欣哥家聊天，維欣說他正在考慮要不要參加培蘭姐推薦的單

車環導行程。什麼!單車環島行程，很有 FU 想像的行程，馬上

問我們可不可以參加，就這樣開始了這其妙的旅程。 

        對於近五十年沒有騎車習慣的我們，報完名才是惶恐的開

始，看 youtube 了解電輔車、運動器材廠買車衣、碧玉放出消

息，學生同學覺得不可思議怕騎不完，紛紛來陪騎訓練，結果

行前訓練變成同學師生會。 

        日月潭環潭訓練，第一次接觸到電輔車，碧玉與我都有一

致的想法，假如跟不上就打退堂鼓，不要拖累大家的行程，結

果順利通過蜿蜒高地起伏的環潭道路，碧玉說上坡好似有猛男

在後面推車，就這樣繼續後續的行程。 

        3/5 該來的還是來了，行前在同學學生女兒們再三叮嚀，量力而為不要勉強重在參加有需要

就上大白下開始行程，第一天秋月姐在後面壓陣，我們在戒慎恐懼下殿後，騎上街道才知道路

況多變，秋月姐不時要喊靠右一點、靠左一點、不要騎出去了、往前集中，感謝秋月姐比我們

還緊張辛苦照應了兩天，心情也從初始的惶恐鎮定下來，才能享受後續上壽卡、花東縱谷、草

嶺隧道漂亮的旅程。 

        最不想發生的事還是發生了，碧玉在進入台北的人行道上摔車上了大白，沒上大白前覺得這

一路騎得順暢，該停就停該走就走，上了大白才知道這一切的順暢是因為捷安特的教練團隊非

常緊張機靈創造出來的，大白上就像戰情指揮中心，姿姿前導探查路況，耕文殿後報告車隊動

態，家根、老楊、小渝、

大狼護佑隊伍平安順利前

進，感謝有機會上大白，

讓我有機會了解這行程著

實得來不易。 

        美妙的行成完滿結

束，感謝同行的夥伴、感

謝帶隊教練，這一程我們

一起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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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 KK 報告 秘書 Interior 報告 扶輪感動分享~Charity 

3 月 份 生 日 及 結 婚 紀 念 日 慶 祝 歡 迎 邱 宏 吉 先 生 、 
劉浩然先生蒞臨文心社 

糾察時間~Young Bank Chuck 介 紹 Speaker 邱 宏 吉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