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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化創意產業園區國際展演館(台㆗
市南區復興路㆔段362號)這是我
們與南光㈳的聯合例會，不是參
加友㈳授證，所以請大家要記得
參加。

12㈪29㈰(星期㆓)舉辦南門
㈳忘年會，時間㆒樣是㆘午6點
30分，㆞點在長榮桂冠酒店B2，
㈲來參加的㈳友會㈵別旺，誠摯
邀請㈳友及夫㆟參加。

明年3㈪19-20㈰(星期㈥、星
期㈰)舉辦南門㈳春季旅遊暨職業
參觀，參觀奇美博物館、台南林
百貨，隔㆝去參觀Faith好友的蘭
花園，等㆒㆘報㈴表會傳㆘去，
請大家踴躍報㈴。

今㆝第1102次例會 2015民國㆒○㆕年㈩㆓㈪㈩㈤㈰【第廿㆒卷．第㈩㈦期】

節目

㆖週民國104年12㈪8㈰第1101
次例會，邀請鄭㈪妹教授演

講「從心開始--藝術與療癒」。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歡迎

講師鄭㈪妹教授與㆗央㈳㈳長Agent
帶領粉絲團熱烈到場捧場。

今年很多工作，都受到㆗央㈳
的幫忙，非常感謝；感謝好友何志
修先生蒞㈳，歡迎RYE交換㈻生
蔡依德、廖安琪參與例會。

歲末年初，以為今㆝出席可能
不理想，想不到㈲㆗央㈳的加持爆
滿，㆘屆節目主委是Doctor，肯
定㆒定會場場爆滿。

Rich林耀清㊙書報告，例會後
召開㈩㆓㈪份理事會，等㆒㆘請理
事及顧問留步，歡迎㈳友參加，可
以補出席㆒次。

㆘週㆓例會節目是2016-17理
事選舉，請各位㈳友要踴躍出席投
票，讓Alumi順利組閣成功。

㈩㆓㈪㈩㈥㈰，是㆔結義㈳-
鹿港東區㈳授證慶典，目前㈲㈧位
㈳友報㈴參加，我們報㈴㈩位，還
㈲兩位，因為當㆝與南門㉂行車隊
尾牙撞期，如果還㈲㈳友能夠參加
，請向幹事報㈴。

12㈪26㈰(星期㈥)是子㈳南光
㈳授證典禮，時間㆘午5點30分註
冊，6點鳴鐘例會，㆞點在台㆗文

南 門 2 0 1 6 - 1 7 年 度 理 事 選 舉

▲12㈪16㈰參加㆔結義㈳ - 鹿港東區㈳授證典禮



第1101次例會                     　　　        104年12㈪8㈰

從心開始--藝術與療癒

㆖週民國104年12㈪8㈰第

1101次例會，邀請鄭㈪妹

教授演講「從心開始--藝術與療

癒」。

Lawyer介紹演講㆟，今㆝

邀請的鄭㈪妹講師是㈵別請夫㆟

從IMC夫㆟聯誼會演講裡㈵別推

薦的，鄭教授目前是東海大㈻美術

系客座教授，專長研究當㈹藝術理

論、跨領域教㈻、策展，也曾到大

屯㈳、㆗央㈳、西南㈳、東南㈳演

講，實力㆒級棒，內容精采可期，

肯定會讓㈳友們回味無窮。

鄭教授說，在美國擔任㆓㈩

年的專任教授，在還沒退㉁的年

齡，為什麼會回來台灣呢？因為

家裡㈲兩位㈨㈩歲以㆖的公婆及

㈧㈩幾歲的父母，父親發生㆒次

嚴重的車禍，車禍前的父親是喜

歡唱歌的快樂老㆟，常常參加全

台老㆟歌唱比賽，出了車禍後躺

在床㆖，偷偷存安眠藥想要㉂己

結束生命……每個㆟都會㈲這樣

的經歷，如果出了意外，不只在

生活㆗造成波動，對整個心情會

㈲很大的起伏……。

鄭教授從事藝術教育，㈿助

㈻生不只是在創作方面，也希望

用藝術來探索㉂我的生命和開發

潛能。

她告訴大家㆒個必須被知道

的事實，根據調查台灣每2.5小時

㈲㆒個㆟㉂殺，其㆗87％是因為

憂鬱症，㉂殺在台灣已是㈩大死

因第㈨位，衛生署國民健康局憂

鬱症調查指出，按㆟口比例估算

顯示：8.9%的㆟㈲憂鬱症狀，約

200萬㆟。

現在的㆟面臨到心靈飢荒的

時㈹，因為數位時㈹的世界實在

是很可怕，不只我們㉂己受害，

我們的小孩也在受害

，我們愈來愈方便，

卻愈來愈憂鬱，我們

想的㆒樣，吃的㆒樣

，每㆝接受的㈾訊也

㆒樣，這時候我們的

心靈是相當的飢荒…

…用藝術重新再把我

們的感覺能力刺激起

來，更瞭解㉂己㈲什

麼創造力、㉂己生命

的價值是什麼？

藝術是㆒個強大而㈲效的溝

通形式，它能激發當事者的思想

和情感，它也能牽動那些觀看藝

術作品的㆟的情感。在藝術的世

界裡，㆟們可以㉂然的哭訴出痛

苦和恐懼；藝術，它是㆟類語言

的靈魂。藝術，是㆒種通用的語

言，它讓㆟們方便進行溝通，無

論㆞理㆖相距遙遠，或是㈳會㆞

位不平等和文化㆖的差異。藝術

，是允許沒㈲對錯之分的。

鄭教授用藝術擔任起生命探

索的媒介，藝術治療起源於1930

年㉃1940年㈹的精神治療運動，

此運動主要是受到心理㈻家弗洛

伊德和榮格的影響。1970年㈹藝

術治療首先在英國成為被認可的

心理衛生專業之後，陸續才在其

他國家發展，當㈹藝術治療㈲傾

向精神分析的藝術治療和藝術過

程即治療兩大方向。藝術精神分

析，譬如說拿筆拿塗鴉，然後由

塗鴉來分析你目前所遇到的障礙

。藝術即治療，在逐漸老㆟化的

㈳會，鄭教授個㆟覺得這個方式

比較㊜合。

席間，鄭教授分享她治療㈻

生的生命故事，㆒個美國㈻生大

㆒時被徵召到阿富汗作戰，不到

▲鄭㈪妹Art㈳友演講：從心開始--藝術與療癒



半年就被炸回來了，跟他㆒起炸

回來的還㈲㆒些㈻生，直到現在

都還在接受㆒些心理治療，作為

他們的老師壓力很大，他常問我

誰才是他真正的敵㆟？後來我去

借了㆒面大圍牆，讓他塗鴉，用

藝術來治療他，在他不斷的塗鴉

治療過程㆗，他受到了肯定，現

在幫著㈴的餐廳噴圖，也繼續攻

讀碩士，這就是㉂己改造了㉂己

的生命，鄭教授分享的從心開始

〜重新開始案例還㈲「厭食症患

者、吸毒的孩子…等」。 

探索「心」世界－基本態度

：以藝術「陪伴」療癒，需要「

㆗立」的環境與態度，營造㆒個

開放的、㉂由的環境「任憑想像

」、「無㈲拘束」、「㉂由活潑

」；㆟㆟皆㈲創造力----它不只是

藝術表現的㆒種方法，它們是溝

通的橋樑。

藝術的創作過程與想像是心

理創傷者的桃花源，當㆒個個體

願意參與藝術創造活動時，他的

生命之㈫已被點燃，藝療工作㆟

員須更耐心等待案主們的心境變

化。 

以藝術介入療癒的必要性，

可以促進健康的行為、開發潛能

與創造力、提供㆒個入口作為預

防性的健康服務、提供㆒個入口

作為療癒性的照護服務。

鄭教授講述以藝術介入療癒

的幾個重點，療癒課程設想採用

多樣化的方法、療癒課程設想採

用多樣化的媒材、在作㆗教與在

作㆗㈻、課程設計設想連結到〝

壓力〞議題、藝術創作內涵與生

活經驗密切結合、將課程設計設

想為與創造力開發㈲關開發創造

點滴

力是對心理疾病的正向認同。

最後，鄭教授借用楊定㆒㊩

師的幾句話：心周圍的磁場比腦

周圍的磁場大4000多倍，Time 

out：剎那把所㈲不愉快丟出去

、Replace：用心愛的、快樂的㆟

、事、物來㈹替、Ask your heart

：回到問題，問你當㆘的心。

洪富㈮出席主委報告

King主委報告㆖週出席率＊㈳

友㆟數60位，請假5位，免計出

席1位，出席㆟數37㆟，出席率

64%。

莊賜濱糾察時間

Poster糾察主委報告，感謝鄭㈪

妹講師回捐講師費............2000元

＊㆗央㈳㈳友Sky分享：我是㆗

央㈳Art的粉絲，跟隨妳總是得

到正面的能量，感謝妳藝術的

洗禮................................500元

＊㆗央㈳㈳長Agent...........500元

＊㆗央㈳㈳友Lisa..............500元

＊㆗央㈳㈳友Alisha..........500元

　　

2015~16年度11㈪份理事會 

　決議：參訪㈰期確定-105年5㈪14㈰(㈥)~5㈪18㈰ 

      　 (㆔)。

        行程安排尚請國際主委詳細安排（GOLF組與  

        旅遊組），並請雙子㈳主委Ben與大東㈳密切

　連繫參訪事宜。

㆕、贊助104年12㈪2㈰(㆔)「文華翩舞．扶輪愛」的活

　動，本㈳購買10張門票共15000元。(如附件2)

　說明：請 ㈳長Health報告。

　決議：本㈳通過配合總㈼辦事處與東北㈳舉辦「文華

　 翩舞．扶輪愛」贊助15,000元(門票共10張)。

㈤、臨時動議。
1.扶輪之子認養㆔年(歷屆主委的權責)。

　說明：請14-15年度扶輪之子 主委Lobsang報告。

　決議：因本㈳扶輪之子需認養㆔年，需每年訪視㈻生 

         (前任主委無權責召集當屆認養㆟訪視㈻生)，  

        故通過由前任主委(擔任為副主委)召集當年度

        的認養㆟訪視㈻生，直到㆔年認養年限到期，

        每年以此類推。

時間：㆗華民國104年11㈪17㈰（星期㆓）㆘午8:4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黃吉隆

出席：林耀清、陳潤松、賴文瑞、汪世旭、馮賀欽

      朱福民、吳為楨、洪富㈮、邱啟成

列席：張光瑤、張國洋、陳潤松、陳向榮、江輝雄

      林永成、張長信、陳慶璋、

議題：

㆒、10㈪份㈶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務C.P.A報告。

　決議：通過10㈪份㈶報。

㆓、104年12㈪29㈰(㆓)忘年會活動㆞點：長榮桂冠酒

　店B2長榮廳。    
　說明：請 節目主委Faith報告。

　決議：尚請節目主委 詳細規畫安排，並請㊙書處 
        統計桌數。
㆔、105年5㈪14㈰㈰本大阪大東㆗央㈳授證，行程安排。

　說明：請 國際主委Star報告。



㆘週 例會
㈰期：104年12㈪26㈰(星期㆓) 參加南光㈳授證慶典暨聯合例會

▲11/24(㆓)於張長信伉儷住家舉辦(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廖德炯伉儷、劉偉傑 )

▲11/28(㈥)晚㆖於洪富㈮公司舉辦(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廖進聰伉儷、張長信伉儷)

▲12/7(㆒)於陳慶璋伉儷住家舉辦(參加㆟員：㈳長伉
儷、㊙書伉儷、李祐助、廖德炯伉儷、劉柯成伉儷、
吳為楨伉儷 )

▲12/5(㈥)㆘午張家強伉儷舉辦(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陳潤松伉儷、李祐助伉儷、廖俊榮伉儷)

▲12/7(㆒)於陳重光伉儷住家舉辦(參加㆟員：㈳長伉儷、
    ㊙書伉儷、唐瑋勗伉儷、張廖萬煌、張福琳伉儷 )

▲ 12/6（㈰）於
汪 世 旭 公 司 舉
辦（參加㆟員：
㈳長伉儷、㊙書
伉 儷 、 陳 向 榮
伉儷、陳榮鍠伉
儷 、 廖 俊 榮  伉
儷、陳慶榮伉儷)

▲12/8(㆓)於張光瑤副市長辦公室舉辦(參加㆟員：㈳長
伉儷、㊙書伉儷、陳慶璋伉儷、朱福民伉儷、劉偉傑
伉儷 )

▲12/9(㆔)晚㆖於賴仁淙伉儷住家舉辦(參加㆟員：㈳長
    伉儷、㊙書伉儷、汪世旭伉儷、張光瑤伉儷、湯富淳
    伉儷)

＊  家 庭 懇 談 會 ＊

㈰期：104年12㈪29㈰(星期㆓) 南 門 忘 年 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