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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 書：莊賜濱

財 務：陳慶榮

理 事 會
吳為楨、陳俊清、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張東霖、邱啟成
洪仲明、劉正忠、陳國輝、林啟聖、吳騰彥、何志修
＊社務行政：林耀清
員：張東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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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計劃：邱啟成
＊扶輪基金：洪仲明
＊公共關係：劉正忠
＊金蘭友好：陳榮鍠
＊雙 子 社：張耀硬
＊新 世 代：洪富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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誼：何志修
＊聯
出
席：林啟聖
＊
刊：賴文瑞
＊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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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湯富淳
＊膳
＊社區服務：邱啟成

＊職業服務：陳慶璋
＊國際服務：賴仁淙
＊扶輪之子：劉偉傑
＊ＳＴＡＲ：李祐助
＊ ＲＹＥ ：張長信
＊美學推廣：林振楨
＊職業分類：黃木村
＊社員發展：莊賜濱

R.I.批准：1994年10月31日 授證日期：1995年元月4日 輔導社：台中南區扶輪社 金蘭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雙子社：大阪大東中央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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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

上週民國108年三月廿六日第
1273次例會，邀請台中東
北扶輪社社友 方世文(蕈優生物
科技(股)公司總經理)做「科技菇
蕈‧健康生活」專題演講。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講師方世文Seven、台北尚
邑扶輪社社長Watson、台南市西
區扶輪社IPP Tony及來賓黃慕凡
會計師、中華扶輪獎助學金學生
邱綉棋的母親林孟珠女士。
這次年會南門表現的實在太
精彩了，我們在3461地區本來就
很出名，這次更出名，遇到友社
社友，都問"南門"的厚？為什麼
南門這麼出名？因為我們的司儀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在台上表現非常的沈著，說得大
家都非常的開心，謝謝Doctor、
King、Surgeon專業級的表現；
我們晚宴表演節目也非常棒，還
有南門熱情、活潑的啦啦隊加持
，再次感謝大家踴躍參與。
Poster莊賜濱秘書/高爾夫球
總幹事報告，四月份高爾夫球月
例賽4月18日，地點：南寶球場
，早上10:30報到11點開球，在大
東上車。
5月24日剛好是台北南門社
與碧潭社授證慶典，安排高爾夫
球行程，地點：老淡水球場，希
望大家能踴躍參加。
代聯誼Sugar報告台北南門與
碧潭社授證同一天，今年授證他
們來的人很多，目前我們只有28
位報名前往，聯誼主委再次懇請
社友能偕夫人踴躍參加。
4月20-25日南門社春遊～日
本東京賞花之旅，4月2日慶生會
將舉行說明會，有報名參加的社
友請提早到場。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4月2日例會節目舉辦慶生會
與結婚週年活動，歡迎社友偕夫
人踴躍參加。
4月10日台中家商法治教育的
行動劇一年比一年更具水準，請
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會後召開
理事會，歡迎社友補出席。

▲頒發中華扶輪獎助學金學生邱綉棋（林女士代領）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 傳真：04-2329-4203

第1273次例會

主講人：方世文 社友
( 蕈優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

科技菇蕈‧健康生活

▲方世文社友演講：科技菇蕈 ‧ 健康生活

上週民國108年三月廿六日第
1273次例會，邀請台中東
北扶輪社社友 方世文(蕈優生物
科技(股)公司總經理)做「科技菇
蕈‧健康生活」專題演講。
Innovation介紹講師方世文
，台中東北社社友，因"世文"台
語發音與Seven相近，所以扶輪
名取名為"Seven"。他在彰化地
區是非常出名的人物，幾乎從小
到老都在他的掌握之下，因為他
有菇場，還有農場，也有觀光工
廠，也有休閒農業，我去過他們
的農場，去那邊可以玩得很開心
。Seven是蕈優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魔菇部落 總經理，目前
在台大唸EMBA。

台中東北社社友Seven方世
文說，我並非農家出身，我跟菇
的唯一聯結就是我很愛吃菇，我
原本讀電子工程，後來進來做菇
類這個產業，用電子工程專業的
背景，跳脫傳統菇寮陰濕陳腐的
生產環境，打造全世界第一個用
無塵室來種菇的。相信大家都做
過很多投資，巴菲特說過，未來
最夯的行業就是－農夫。
我們把菇類的傳統生產，透
過科技軟硬體來進行一些蛻變。
這些蛻變的過程裡面，不是只有
自動化而已，工業4.0之後，菇
農以新技術邁向農業4.0，因為

菇農可以完全化的自動生產，日
本的金針菇大廠已經進展到無人
化工廠，從金針茹的原料進來到
出來，都是關燈的狀態。所以菇
類在自動化及未來智能化生產可
以說是非常重要的產業。
蕈優以全自動環控科技，嚴
密掌握農作物的生長三要素：陽
光、空氣、水。廠內以LED燈
調和出適合菇類生長的特殊波長
，特別採用「藍光技術」，以刺
激菇類增生對人體有益的多醣體
。建立完善的空氣過濾系統，可
隔離高達99.99％的環境污染源
，改善傳統菇農因無法隔離環境
中的雜菌和微生物，導致菇類在
生長期染病、不良率偏高的問題
，並運用震盪造霧機，將RO逆
滲透水打成細小水分子，蕈菇與
木耳就像做SPA美容一樣，在
水氣繚繞的環境下健康長大。
菇類透過後端的科技淬取
，還可以做更有效的運用，在
YSL及很多的國際品牌都拿菇
類裡面的成份做保養化妝品，甚
至在美國從舞菇中淬取做出治療
AIDS的一個藥劑，我們也取得
了幾個專利，透過菇蕈類淬取的
成份持續做一個研發。
在綠循環經濟方面，從菇蕈
培養基質源頭開始，尋找環保替
代介質，循環利用，創造綠色共
好經濟，利用禾本科作物取代木
屑栽培菇蕈、替代介質栽培菇蕈
之研究、菇蕈廢棄基質回收再利
用之研究。
2009年設立「魔菇部落」
生態休閒農場，實踐農業三生「
生產、生態、生活」的理念，民
眾在專業導覽員的帶領下，可一
窺蕈優科技菇類生產庫房，亦可
報名賞菇、吃菇的體驗行程，
DIY製作菇菇披薩與菇菇餅乾，
享受親手DIY種菇的樂趣，在園
區內「神農養生餐廳」內，亦可
品嘗到嚴選新鮮無毒的六星級菇
類創意餐點，並可在此購買到蕈
優開發的相關系列產品。用一個
新的經營模式，把菇類的產業，
希望讓大家能有新的體驗。

Seven社友分享蕈優發展軌
跡與目標：
•過去：傳統農業生產-傳統菇舍
，勞力密集需求，靠天吃飯。
•現在：高科技農業生產-菌種
技術深化，環控栽培生產，專
業自動化製程智能化栽培關鍵
營運資訊大數據系統運行。
•即將達成的將來(3-5年)：菇
蕈保健美研生技-專利萃取製
程，機能性菇蕈多醣二級保健
美研原料。
•持續精進發展的未來(10年)：
菇蕈醫療生技-功效性平台建
立，安全性評估平台建立，機
能性菇蕈醫療原料。
Seven社友總結說，我們希
望台灣的科技產業，持續的帶領
我們團隊，把台灣這麼好的菇蕈
產業--台灣活力菇蕈，能在全球
發光發熱。

▲歡迎友社社友 台北尚邑社社長 Watson、
台南西區社 IPP Tony

謝台北城中社PDG Electronics
介紹，歡喜800元、台南西區扶
輪社IPP Tony歡喜700元。
Copper分享除臭襪；
Kenchiku分享RYE活動-拜訪李
家維教授、Bistro介紹新朋友李
慕凡會計師感謝以上社友分享並
投入紅箱。

▲歡迎來賓 李慕凡會計師

▲ Innovation 分享 RYE 學生活動 拜訪李家維教授

台中南門社家庭懇談會

點滴
出席主委報告
Star代理出席報告上週出席
率64%，社長抽出出席獎，恭
喜Onsen、Copper獲得玉溪米
一包。

▲107.11.11(日)唐憲中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陳國輝伉儷、趙紹清伉儷、王叔
榮伉儷

▲107.11.11(日)劉叔綱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吳騰彥伉儷、趙紹清伉儷、劉柯
成伉儷

▲107.11.14(三)朱福民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林耀清伉儷、陳重光
伉儷、張耀硬伉儷

▲107.11.18(日)洪仲明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黃吉隆伉儷、蘇良智
伉儷、劉柯成伉儷

糾察時間
Kenchiku代理糾察報告，
台北尚邑社社長Watson說，很
榮幸能到台中南門社補出席，謝

第1272次例會

中興大學惠蓀堂

3461地區
第 2 屆地區年會 (下)

《續上期》今年南門社在地區年會中獲得許多表揚，名單如下：

台中南門社獲地區團體表揚獎項：
◇2017-18年度RI扶輪獎：台中南門社
◇地區和平獎、社務發展卓越獎、社員傑出獎、扶輪傑出網站獎、優良
社刊獎、職業服務獎、國際服務獎、社區卓越獎、扶輪之子認養服務
獎、新世代服務獎(Interact)(Rye)(RYLA)(NGSE)、反毒宣導貢獻獎、
公共關係獎、中華扶輪基金捐獻獎、扶輪基金會捐獻獎、地區年會社區
100%出席獎

、謝慶祥、蔡育偉、林永成、
張耀硬
◇最佳社務獎：吳為楨
◇最佳輔佐獎：莊賜濱
◇職業特殊奉獻獎：劉啟成
◇扶輪之子認養個人傑出獎：林振楨
◇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RYLA)
：陳俊清
◇青少年交換功勞獎：張長信、林
丙申、劉叔綱、吳騰彥、洪仲明
、王叔榮、劉柯成
◇RYE接待獎：張長信、林丙申
、劉叔綱、吳騰彥、洪仲明、王
叔榮、劉柯成
◇NGSE新世代服務交換獎：劉柯成
◇扶輪長壽獎(80歲以上)：張耀硬
◇推薦新社友獎：廖光亮
◇連 續 十 年 以 上 1 0 0 ％ 出 席 獎 ：
張光瑤 (32)、宋明吉 (32)、林洽鑫
(28) 、陳重光 (28) 、張耀硬 (24) 、
陳向榮 (24)、王叔榮 (24)、劉叔綱
(24) 、劉柯成 (24) 、陳榮鍠 (24) 、
陳 來 發 (23)、 湯 富 游 A r t (23)、
江輝雄 (22) 、林永成(21)、黃吉隆
(19) 、廖德炯 (19) 、李祐助 (18) 、
陳潤松 (17)、陳俊清 (17)、張國洋
(17) 、廖俊榮 (16) 、蔡育偉 (14) 、
洪富金(14)、張廖萬煌(13)、賴文瑞
(12)、林耀清(13)、馮賀欽(10)

台中南門社獲地區揚獎項：
◇地區副秘書長貢獻獎：劉柯成
◇地區服務傑出獎：陳俊清、王叔榮、張廖萬煌
◇地區年會辛勞獎：吳為楨、劉銖淇、洪富金、
趙紹清
◇保羅哈里斯協會PHS會員獎：張光瑤
◇保羅哈里斯之友獎：張建國、蘇朝坤、吳為楨

▲參加保羅哈理斯之友晚宴 20190316

▲參加 3461 地區第二屆區年會感恩餐會

下週 例會

108年4月9日(二)

專題演講：『美的定義』
主講人：楊均涵 醫師(Surgeon夫人) 現任：米蘭時尚診所主治醫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