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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及媒體評為與百老匯線上

演員比肩、台灣音樂劇小天王

江翊睿老師演唱示範。

例會後有Star會議，邀請

CP Concept演講「淺談扶輪的

文化及南門的氣質」。

上週民國106年七月十八日

第1185次例會，邀請賴水

和先生（台中市東勢區和準林

場負責人）做「種樹的男人給

人類的一席話」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今天的賴水和講師及賴講師

的朋友郭金益先生、見習社友

吳元益先生。

很不好意思，上週主持第二

次例會就感冒，星期三很多社友

打電話來關心；後來遵循古法（

穿衛生衣＋蓋棉被），把汗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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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來後的隔天，就覺得舒服很多，

星期四就可以去打球了，感謝各

位社友的關心。

Cat i a社長報告，地區自

行車隊成立誓師大會暨反毒宣

傳活動日期及場地，活動日期

2017年8月5日上午8點至下午2

點。活動地點：東豐自行車綠

廊，已跟自行車隊隊長Rich討

論是否能變更支援參加，也歡

迎其他社友及夫人一同參加，

中午會在附近之三姐妹餐廳聚

餐聯誼，餐費就由我來負責，

以上，謝謝大家。

Onsen馮賀欽

秘書報告，下週二

專題演講邀請天作

之合劇場藝術推廣

專任講師許倍維 

老師演講：「時代

記憶◆跨世代新娛

樂」:《台灣音樂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專題演講：時代記憶 ◆ 跨世代新娛樂：《台灣音樂劇》

主  講  人：許倍維 老師（天作之合劇場 藝術推廣專任講師）

演唱示範 ：江翊睿 老師（媒體評為與百老匯線上演員比肩、台灣音樂劇小天王)



第1185次例會

上週民國106年七月十八日第

1185次例會，邀請賴水和

先生（台中市東勢區和準林場負

責人）做「種樹的男人給人類的

一席話」專題演講。

King介紹今日講師，賴水和

先生台中市東勢區和準林場負責

人、和準工業有限公司負責人。

與賴先生因工作而結識，對賴先

生有興趣是因為幾年前賴先生買

的地都是人湮稀少，看不懂有什

麼增值空間，還一直種樹，沒有

出脫，後來慢慢去研究及瞭解，

才知道他是做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不賺錢但是很有智慧，為我們

下一代做百年大計的事…很巧今

年接扶輪基金主委的職務，參加

講習會，團隊今年要推動一人一

樹的植樹計畫，有計畫但不知要

種在哪裡，聽說地區已跟賴先生

請教與聯繫上。

賴先生本業是模具有關材料

之製造加工買賣業務，事業非常

成功，但他投入另一個跟大家不

一樣的工作。

賴先生不為人知的事蹟有：

編入現行國小六年級的課本教材

、榮獲台中市低碳發展傑出貢獻

獎、得到中華民國國家智慧榮譽

獎、台中市好人好事代表，事業

成功也不忘回饋母校--潭子國中

演講人：賴水和 先生 、中興高中，獲頒傑出校友獎、

協助造林有功人員。

賴水和講師首先介紹台中種

樹的男人有-雙賴，分別是賴倍

元與被賴水和，同時獲得低碳城

市傑出貢獻獎的表揚。

兩人恰巧均住在台中大雅，

而林場都在東勢，賴倍元出書，

賴水和被編入國小小自然與生活

科技六年級下學期南一書局版的

教科書。

賴倍元小賴水和講師兩歲，

賴倍元種的樹比賴水和講師多，

兩位同時在自己的林場內有種咖

啡樹，賴倍元有以咖啡營業養森

林，賴水和種的咖啡有部份扶助

弱勢族群。

賴水和講師把一生積蓄拿來

開發和準林場，推廣正確的觀念

影響更多的來種樹，也宣揚欲望

要少一點，愛地球多一點，比種

樹還重要要千倍以上的觀點給大

家做警惕，更教大家可以用極少

的費用，就可以實現創造一片森

林的夢想，希望大家回饋地球，

經年累月到處演講與大家分享，

改變眾人的心思。

賴水和講師勉勵大家，一起

努力向前行，賴倍元與賴水和講

師一個默默深耕、一個入世推廣

，兩者都是育林保林愛林的傻瓜

傳奇人物；賴水和講師開玩笑的

說，肖楠如果種超200棵都是瘋

子（台語音-肖人），他更提及

種樹不能只靠雙賴，大家要落實

多種樹。需要的不多，想要的不

要太多，養成欲望少一點，愛地

球多一點。

種樹的男人給人類的一席話

▲賴水和先生演講：種樹的男人給人類的一席話

（台中市東勢區和準林場負責人）



賴講師講述種樹的起源，84

年為了節稅，買了2.4甲橘子園

，兩年未照顧好，橘子樹死光光

，90年底開始種樹，92-98年陸

續再買了周圍的山坡地種植面積

增加到7甲，改建了木屋，新建

了6個涼亭及視聽教室；推廣種

樹，宣導大家欲望要少一點，愛

地球多一點。

賴講師再次呼籲要集聚眾人

的力量，欲望要少一點，愛地球

多一點。

賴講師也說到自己奉養母親

盡量做到不外出、確保自己的安

全與照顧自己的健康，自己身體

健康才有能力照顧九十六歲高齡

母親。

和準林場種樹的三大目的：

1. 創造綠色的優質環境！

2. 增進親朋好友的生活情趣！

3. 以美麗的七甲之林，把它整理

得漂亮，拋磚引玉來影響大家

一起種樹，愛護地球。

種樹好處：1.綠化，2.美化

環境，3.水土保持，4.製造芬多

精，5.調節氣候，6.注重環境，

7.愛護地球

種樹優點：1.不罷工，2.免

勞保，3.免遣散費，4.免退休金

，5.不囉嗦，6.每天漲停板，

7.日日有希望，8.不跳樓，9.不

用吃飯，10.免稅金，11.股市看

紅，這裡都看綠的。

處事的七大座右銘：1.步

步為營，2.戰戰兢兢，3.如履薄

冰，4.抽絲剝繭，5.深思熟藘，

6.小心謹慎，7.膽大心細。

～凡事多聽多聞、多考虑，

多起慮心，有問題立即反映！

樹，要如何樹植比較恰當：

1.選擇樹的種類大小，2.何時種植

，3.種在何處，4.種植間隔，5.何

種移植比較恰當、如何移植？

演講席間，賴講師也分享開

車不專心看手機及滑手機過馬路

發生意外的短片，以警惕大家做

任何事情都需小心，才不會發生

令人惋惜的事。

賴講師最後贈送大家四句話

：個人的需要不多；想要的不要

太多；養成欲望少一點；愛護地

球多一點。

成功與成就的區別在哪裡？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自了自己好

，是所謂的～成功（獨善其身）

；每個人的所作所為，為了別人

好，為了整個社會大眾好是所謂

的～成就（兼善天下）

也分享長壽的秘訣有四：欲

望要少一點、多接觸大自然、注

重身體健康、一切小心謹慎。

最後，歡迎南門社社友有空

相邀來和準林場踏青，謝謝大家

！

林丙申報告登山及服務計劃

Kenchiku報告八月份登山活

動，日期：8月6日星期日，最近

天氣炎熱，登山地點選定高海拔

的(1)清境農場及(2)合歡東峰，

二個路程，清境農場剛開放天空

步道，單程約一公里多，因為要

事先申請，請有興趣的隊友或社

友請盡速報名。

Kenchiku報告年度服務計

畫進度，今年度配合市府社會局

媒合兩個周邊社區弱勢兒少課後

照輔計畫大雅、文山二個課後照

輔，因台灣基督教社會關懷協會

大雅課後需照輔4-5個國中、小

，約130幾位小朋友，經費上面

有些欠缺，由社編年度預算支應

計：495,800元。(社團法人台灣

基督教社會關懷協會大雅課後

照輔點357,480元，台灣陽光婦

女協會南屯課後照輔點138,320

元)，尚有大雅課後照輔點相關

計畫(1)桌遊，(2)偏鄉夏令營，

(3)周末課後照輔師資)所需經費

497,749元，截至7/11為止已有

社友26位捐款298,000元，尚有

199,749元資金缺口待補。

大雅弱勢兒少課後照輔點預

點滴



計訪視時間訂於9月2日星期六下

午3:00，文山弱勢兒少課後照輔

點預計訪視時間9月6日星期三下

午3:00。還有一段時間，希望各

位社友能踴躍捐款，共襄盛舉。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

7月20日(四)星期四舉行今年度

第一次的月例賽，地點：南峰球

場上午10：00集合，10:30開球

，因為是第一次月例賽，晚上由

社長作東，在大江戶町餐廳用餐

，歡迎隊友夫人一同出席。

林啟聖報告出席率
Kingnet代理出席主委報告，

社友人數66人，請假5人，免計出
席1人，出席人數42人，出席率

65%。

何志修糾察時間

糾察時間，Kneader聽完演

講後心有所感，特別唸誦陳請表

與賴水和講師分享。

下週 例會
日期：106年8月1日

8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及歸國報告

日期：2017.7.15(六)中午12:00

地點：金悅軒餐廳

歡送台中南門社來自巴西的交換學生

吳芊惠搭機返國 2017.7.8

STAR會議 年度第一場

『淺談扶輪文化及南門氣質』『淺談扶輪文化及南門氣質』『淺談扶輪文化及南門氣質』

張光瑤 CP Concept 

內輪會活動：夫人聯誼餐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