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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例會，請不要跑來長榮。
Onsen馮秘書報告，8月22

日(星期二)配合國際旅遊，休會
一次。

會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
請理事留步，歡迎社友參加。

第1189次例會，民國106年
八月十五日下午13 :30 -

14:50分，例會地點變更到修平
科技大學，聆聽謝金河先生演講
「全球變局中的臺灣經濟」。

第1190次例會，民國106年
八月廿二日(二)例會休會

乙次(變更為8/17-8/28國際旅遊
德義12天之旅)。

第1188次例會，民國106年
八月八日第邀請Ears賴仁

淙 社友做「過敏的大腦」專題
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台美社Mandy社長率領多位
社友Apple、C.F.P.、Eyes及女
婿、女兒、Denture小扶輪與三
十位美麗的社友夫人蒞臨聽講。

今天邀請名醫、名嘴、名
作家的Ears專題演講，感謝他
送大家一本親自簽名的「過敏
的大腦」暢銷書。 

上星期六地區舉辦地區反毒
宣導誓師大會宣傳活動，我們
自行車隊約二十幾位隊友及I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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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Alumi、PP Copper、副市長
CP Concept也參加，當天我們
是最顯眼的，比較可惜的是我
們比較晚回來，拍團體時沒有
拍到，所以這次票選最佳網路
我們沒有在上面，比較可惜。

八月十五日投資名家謝金
河講座，下午1:30集合，2:00
才開始，希望社友能提早入場
，因為演講座位是長方形，雖
然有劃分區域給我們，但提早
入場可以選視線比較佳的位置
，會場雖然有300多個位置，但
聽說會爆滿，當天有友社社友
參加，也歡迎社友小扶輪踴躍
報名參加。

今天剛好是父親節，雖然
上星期我們已經慶祝過了，再
次祝各位社友父親節快樂、身
體健康、平安順利，謝謝！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星
期二移動例會，下午1:30-4:50
，地點：修平科技大學，邀請
財經專家謝金河演講『全球變
局中的臺灣經濟』，當天晚上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專題演講：『一里路的距離』 

主講人：吳俊璋 理事長(牧師) (社團法人台灣基督教社會關懷協會 理事長)



第1188次例會

第1188次例會，民國106年
八月八日第，邀請Ears賴

仁淙社友做「過敏的大腦」專題
演講。

Poster介紹名醫賴仁淙Ears
，風趣勝過King，講話比Rich
還實在，人又英俊瀟洒、風度翩
翩，看台美社社長率領美女群助
陣及Ears帥氣的女婿、漂亮的女
兒及30幾位粉絲團，就證明他魅
力無窮，今天出席率非常高。

Ears現任光田綜合醫院耳鼻
喉科主任。學經歷：前台中榮總
耳鼻喉科主治醫師、美國哈佛醫
學院耳科及神經耳科研究員、陽
明醫學大學臨床副教授、榮總人
工電子耳移植小組主持人。

Ears賴仁淙社友說，今天講
「過敏性的大腦」分三個部分與
大家分享，第一部份簡短導讀過
敏的大腦，第二部份一日三省吾
身，如何利用過敏的大腦洗腦，
第三部分，分享六十歲送給自己

主講人：賴仁淙 社友

▲Ears賴仁淙社友演講：過敏的大腦

過敏的大腦

的最好禮物。

一切的開始緣自於2015年

的夏天，2015年前我一直在做

自己喜歡的工--看病，原本我是

沙鹿小鎮的醫生，後經康健雜誌

的報導以後，我的人生就陷入了

一場沒完沒了的災難，一大堆的

邀約…。

三十年來我在臨床暈眩症不

停地追索探尋，其中最重要的心

得是：暈眩症與偏頭痛有極為緊

密的關聯。後來跨入耳鳴領域，

從更多的病例中發現耳鳴症和暈

眩、頭痛、焦慮的背後，似乎有

一個共同的病理源頭。

飄浮的女人在門診是多到不

行，以前一個門診二十多個，現

在一個門診要看一百多個，暈眩

症最常見就是飄浮的女人，不是

梅尼爾氏症，是過敏的大腦-偏

頭痛佔多數。

過度敏感的大腦，占人群

10%-20%，偏頭痛體質不一定

要頭痛，有暈眩過、慢性耳鳴、

容易暈車、容易焦慮、神經質、

太胖、太瘦、睡不好，大概就屬

於過敏的大腦。這些人大腦反應

比正常人快，對嗅覺、味道、天

氣、情緒非常的敏感，這些人我

通稱為女巫俱樂部，而這些人也

都偏向低血壓體質。

如何解決漂浮的症狀呢？一

定要洗腦，我們晚上最重要的目

標—要做夢。睡眠是為了要讓大

腦核電廠關機，不關機休息會燒

壞了。排毒系統分三個程式：

(1)排除人體廢物：尿、汗、痰

…等，(2)內臟排毒：深睡眠時

經由肝經、膽經、腸胃道經由糞

便排出。(3)大腦排毒：睡眠作

夢時進行。

首先，睡眠分兩個狀態：非



需每天喝，不要週休二日，不然
就絕對戒掉。

過敏性的大腦就是人類活著
最重要的目標－作夢，沒有夢就
死的快，怎樣讓夢作的美麗，在
合適的時間把夢作好，把大腦洗
得乾淨，你才可以活得久。

我希望在六十歲以後只做一
件事情，把耳鳴6.0推向全世界
。在這裡要感謝Doctor的提點，
全世界用女性荷爾蒙治療耳鳴今
年會發表，在世界前五名雜誌內
做HRT治療慢性耳鳴的文章已
經被發表了，謝謝。

報告高爾夫球月例賽
總幹事King報告GOLF八月

份月例賽，8月10日與碧潭社聯
誼賽，為了增加趣味性，洞洞有
獎，報名隊友請準時報到，下午
5:30在響海鮮用餐。

陳國輝報告國外旅遊
國際主委E-S t y l e報告本

週六內輪會演講，安排李毓伶
Brains夫人演講：『真心換絕情
—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
特別與我們國際旅遊連結將去競
技場聽的「蝴蝶夫人」歌劇，懇
請參加國際旅遊的社友一定要參
加這次內輪活動，謝謝Brains夫
人幫忙導聆蝴蝶夫人。

接駁車上車地點：8月17日
2:30-4:30，1.長安桂冠，2.是台
中歌劇院。

邱啟成報告出席率
Faith出席主委報告，社友人

數66人，請假6人，免計出席2人
，出席人數50人，出席率78%。

社

友

提

問

快速動眼睡眠和快速動眼睡眠。
非快速動眼期分為一到三期

，簡稱N1、N2、N3期。N1又
叫做淺睡期，相當於困倦得迷迷
糊糊的時候，很多人感覺似睡非
睡；N2睡得比N1深了一些；N3
睡得最深沉最香。

快速動眼期，也叫作夢期，
腦內蛋白質合成增加，新的突觸
聯繫建立，有利於幼兒神經系統
的成熟及促進學習記憶活動和精
力的恢復。睡眠一個階段約90分
鐘，分為五期：入睡期約20分鐘
、淺睡、熟睡、深睡、第五期作
夢期約15-20分鐘，作夢時眼球
非常快速動作，身體肌肉完全放
鬆，所以當有些人在快速動眼期
突然醒來，但身體動作仍然處於
被抑制的狀態時，就會產生俗稱
的「鬼壓床」，也就是大腦已經
醒了，但是身體仍在睡眠。作夢
是沒有作夢睡眠排毒的40倍，所
以睡眠非常重要，是我們洗腦最
重要的時間。

如果跑到耳蝸系統，就造成
慢性耳鳴，所以耳鳴的病人只要
超過一年，就是過敏的大腦。過
敏的大腦無法將身體的廢棄物排
放的非常乾淨，所以睡眠尤其為
重要。每天晚上十點以前一定要
上床睡覺，因為第一場夢一定要
在午夜十二點演出，這樣才會睡
得漂亮。

一日三省吾身，第一醒：早
上要運動流汗，要日光拂照至少
半個小時，中午要關機二十分鐘
，不一定要午睡，可以不吃午餐
，但一定要休息。第二醒：下午
六時從交感變副交感，閉眼靜坐
及深呼吸，全部放空，不想過去
及未來。晚上不喝咖啡、茶，過
敏的大腦如果要喝咖啡或茶，就

點滴

今天好是第1088次例會也剛好
是88節，社長特別加碼抽獎三位
社友贈送電影票，恭喜Skyline
、Packing、Pharma。

何志修主持糾察時間
Suga r糾察時間報告歡喜

捐獻，感謝台美社Mandy社長
1000元、Apple 500元、C.F.P 
500元，Eyes 3000元、Ears講
師回捐講師費3000元。

感 謝 O r t h o 社 友 夫 人 、
Doctor分享並投入紅箱。

▲2016-17全年度紅箱32,080元

全數捐贈惠明盲人福利會



下週 例會 日期：106年9月5日(星期二)  【九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第1189次例會 主講人：謝金河／知名財經節目主持人

全球變局中的臺灣經濟
時間：2017年8月15日下午13:30　地點：修平科技大學

第1189次例會民國106年八月十五日（星期二）下午13:30例會移

動至修平科技大學國際會議廳聆聽最受歡迎的投資理財名家 謝

金河演講「全球變局中的臺灣經濟」，分析現今全球經發展趨勢，並

從巨變的世界中尋找投資線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