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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 新的價值、使命、願景 
聯合會 101.04.07 第一次修正 

一、IMC 宗旨： 

    1.增進工商界人士之友誼，建立互助合作精神。 

    2.研究工商經營及管理上各項問題及進修。 

    3.培養健全人格及領導才能，協助 YMCA 事工，支持社會福利事業。 

 

二、IMC 使命： 

    1.培養工商界領導人才，增進研發創新能力， 

      提昇企業國際競爭力。 

    2.塑造幸福家庭楷模，建造祥和美滿社會。 

 

三、IMC 願景： 

    成為首選的優質國際工商社團。 

 

四、核心價值： 

   以關懷、學習、誠信、尊重、盡責、奉獻為本社核心價值。 
 

 

第 47屆全國年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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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的話 
文/社長 廖松村 

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社 

國外北越下龍灣、陸龍灣参訪紀實 

傍晚ㄧ團 34 位社

友、夫人浩浩蕩蕩開心

抵達下龍灣先至《蓮花

餐廳》，慰勞五臟廟，哇

⋯簡直人滿為患，號稱

上百道美味佳餚侍候長

長的人龍，各式各樣魚

蝦蟹貝類海鮮生食煮熟

、牛羊豬鷄魚燒烤、煎

煮炒炸樣樣俱全、水果

、點心、甜品…任君選擇，開始了養肥計劃⋯⋯我我不是大胃王不然這些真的

能餵大肚子的，我要節制節制，飯後入住，《溫德姆傳奇酒店》五顆星評鑑酒

店視野漂亮，正對面是《女皇纜車》及《太陽摩天輪》晚上全體享受越南獨特

的按摩舒壓，手法熟練認真，舒服啊� 

第二天下龍灣 

渡輪遊船➡驚訝洞➡英雄島➡女皇雙程纜車➡太陽摩天輪海上美景盡收

眼底， 2 小時船上賞美景，呼吸新鮮空氣、美拍、聊天聯誼、在鈴蘭老師的

帶領下跳舞、享用海鮮美食好不愜意 太棒了��� 

第三天坐電瓶車 

白亭寺、碧洞寺千年古剎巡禮欣賞 500 個神態表情各異的羅漢尊者，亭園

寧靜，悠閒腹地廣闊，綠意盎然玩拍拍也別有番樂趣，志宏秘書長風趣搞笑為

旅程增加無限笑點，傍晚趨車前往陸龍灣入住《寧平 翠色渡假村》在古色古

香的餐廳中式西吃的長桌，享用美味晚餐，這ㄧ晚睡得特別香甜舒服，還在回

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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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 陸龍灣長安生態 

保護區遊船 3 人ㄧ艘，沿途風光明媚，柳暗花明又一村，經過了三個鐘

乳石洞穴，非常特別的經驗沿路看著壯觀的船隊，女船伕居多看她們瘦小的身

驅 ，2 個小時的划船時間，動作熟練，不喝水不上化妝室，練就全身動起來

，練就一身的好耐力，難怪都長不胖，體力毅力可佩。 

第五天到達河內  

入住五星《河內廣場大酒店》明顯的感到空氣不良，團員時有人在乾咳，

河內這幾年快速發展高樓大廈林立，酒店、百貨公司賣場大量增加車輛整天川

流不息喇叭聲，此起彼落，讓人不由得緊張了起來只想在飯店好好的休息。 

晚上聯誼時間練肖話生冷不忌，笑聲連連難得的放鬆一下，就放下偶包來

個真性情交流吧⋯⋯ 

廣柏花市集参觀➡巴亭廣場➡主席府➡胡志明故居➡還劍湖➡電瓶車 36

古街➡樂天百貨 歐式自助餐後飯店聯誼為這次的下龍灣行，做最後的巡禮，

北越得天獨厚的自然景觀是觀光最大的優勢。 

第六天回到台灣時間 12點多  

特別安排清水高美濕地半日遊，吹海風觀海景，涼風吹拂愉快喔，此次旅

遊從國外延伸到國內半日遊。 

從遊覽車➡飛機➡纜車➡摩天輪➡豪華渡輪遊海➡舢板船遊保護區➡電

瓶車➡腳踏車➡11 號散步➡豐富多元最後在清水《成都餐廳》，酒酣耳熱心情

愉悅中劃下完美的句點。 

非常感謝大家熱烈参與此次旅遊，活動大家ㄧ起相伴出遊，ㄧ路上有說有

笑快樂無比將是最美好的回憶。 

感謝倚力/菁梅理事/志宏秘書長，用心規劃及觀前顧後讓國外旅遊平安回

到熟悉、溫暖的家，足感心耶～ 

更感謝金順常監及多對夫妻檔、母女檔、英姿.雅惠.淑芳 辣妹、文正副

總、志宏秘書長、義哥單飛逍遙遊熱烈参與此次活動大家互相照應，展現 IMC

大家庭的溫度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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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IMC第三十二屆十二月例會程序表 
日期：108年 12月 12 日（星期四） 

地點：感謝 富山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主席：廖松村社長 

司會：陳英姿理事 

王翔世理事 

輪值服務：智庫資源組李侑璁理事、王柏竣理事 

會前準備：(1)會場佈置—報到區、商展區(歡迎社友自由提供產品或目錄)、舞台佈置。 

(2)輪值服務小組人員識別佩帶(請提早 10分鐘到會場，至報到處領取服務識別) 

(3)輪值服務小組人員的工作分配(接待、報到、茶水、音控、敘獎、攝影等) 

第一幕 

6：00～6：20 報到迎賓--一樓歡喜迎賓、二樓拿名牌報到、會場引導、服務茶水。 

6：20～6：50 聚餐聯誼--唱謝飯歌、用餐 

第二幕             

6：50～7：00 會前序曲：音樂或影片欣賞、表演節目、活動筋骨...等 

第三幕 

7:00～7:30 例會開始— 請主席鳴鐘、宣佈開會 

唱社歌第一、二節(社友請起立) 

主席致詞 

來賓介紹 

訊息傳遞(喜事 祝賀 活動預告…等) 

祝壽--生日快樂歌、生日禮物及溫馨誠摯的祝福 

新社友入社—(1)介紹新社友上台 

(2)新社友自我介紹 

(3)宣誓(社友請起立；請社長擔任監誓人) 

(4)致贈 IMC精神錦旗 

(5)前社長及 32屆理監事團隊列隊 

歡迎新社友加入 IMC大家庭 

頒獎表揚—金筆獎…等 

第四幕 

7：30～8：55  專題演講--講師介紹、演講時間、雙向交流、感謝講師 

第五幕 

8：55～9：00  閉會--唱社歌第三節、請主席鳴鐘、宣佈閉會 

      

PS.1.請全體理監事及社友留下幫忙收拾桌椅，感謝。 

   2.敬請將『名牌』交回報到處，下回再用，感謝！ 

   3.預告 下次月例會 & 社員大會暨選舉下屆理監事 

          時間 109年 1月 9日（四） 司    儀：李侑璁、王柏竣 

                                   輪值服務：胡桂珠、張志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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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壽星 

王世凱(01)、張瑞麟(03)、高炎得(05) 

陳建良(05)、尤振聲(06)、陳雅惠(08) 

蕭儀豐(08)、許啟發(09)、戴文正(11) 

張志豪(12)、黃尊霖(13)、詹嘉敏(13) 

黃健彰(15)、黃照哲(15)、張金泉(20) 

紀嘉祐(22) 

配偶例會：陳桂香5日 

 

高爾夫球訊 

第二十七屆第七次十月例賽 

日期：108年10月22日(二) 

早上11：30開球 

球賽地點：彰化球場 

晚宴時間：下午5：30 

晚宴地點：天都日式料理店 

最 優 桿：謝福炎 淨桿冠軍：賴錫煙 

淨桿亞軍：李俊雄 淨桿季軍：鄭飛雄 
 

悼念 
洪清志前理事之先，洪公炎興先生享壽

八十五於 10/21(一)上午 9:00 舉行

告別式 

紀慶堂社友之先慈，紀媽黃太夫人 蘭金 

享年八十 於108年11月1日(五)舉

行告別式 

 

恭賀 

恭賀 李正昌社友榮任鹿江國際中小學

家長會創會長 

恭賀 盧玉娟前社長榮任彰化縣中小企

業協會第20屆理事長 

恭賀 陳杉銘社友榮任創新創業協會理

事長 

表揚 

◎金筆獎 

十二月月刊： 

黃士釗前理事(生活法律案例分享—曾

耀聰律師演講心得) 

陳耕堂社友(社友拜訪心得) 

劉通南前理事(早安健行～竹坑南寮登

山古道) 

呂嘉珊前理事(2019親子遊) 

賴秀美會長(詼諧逗趣 歡笑中學習) 

劉漪珠夫人會(LINE) 

陳昭源副秘書長(2019第 49屆全國年會

記事) 

陳立恆社友(IMC新社友講習) 

羅淑玲社友(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

國外旅遊六日心得分享) 

許啟發前理事(人工智慧之父-圖靈) 

陳榮廷前社長(Linda 佮我 ) 

林漢森前秘書長(毋認輸—第八集) 

 

感謝親子遊贊助 

廖松村社長及賴秀美會長贊助20,000元 
吳秀蘭、黃秀霞、黃文玲、楊麗玲、黃

銀珠、梁惠君、陳桂香、賴秀珍、謝千

惠等 9 位前會長各樂捐 1000 元 

黃秋菊前會長蘋果80顆、 

洪陳曉音輔導會長茶包、 

書羽(秀美會長之友)贊助牛奶+水、 

張嫦娥前會長茶葉ㄧ罐、 

謝明伶執行長紅包6個+鋼鐵人5個、 

呂嘉珊副會長去角質手套40份、 

郭家蓁理事袋子40個、 

周淑秋夫人洋傘6支+束口袋40、 

羅淑玲社友蛋糕ㄧ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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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法律案例分享 

—曾耀聰律師演講心得 
文/前理事黃士釗 

承淑芳姊抬愛，接下本次曾耀聰律師社友演講的心得分享。 

幸與不幸，小弟過往跟律師事務所有過接觸，印象中僅有當年申請發明專

利的那回，而今次耀聰律師的分享聽完後，飽受驚嚇，原來生活中光是本票這

個看似妥當的票據，裡面也埋了這麼多坑，所幸耀聰律師知無不言，法條與案

例都相當充實，幽默風趣，深入淺出的分享，讓我這個法盲也能在短短的一個

半小時裡約略的建構一些對生活法律的概念。 

茲將本次一些心得分享如下： 

首先耀聰律師用兩張記載不完全的本票為例。 

其中一個有發票日無到期日，一個有到期日無發票日問應該拿哪一張? 

答案：無發票日者無效。 

因為根據票據法第 120條規定: 

本票應記載下列事項,由發票人簽名 

1.表明其為本票之文字 

2.一定之金額 (見票即付,並不計仔受款人支本票,其金額須在五百元以上) 

3.受款人之姓名或商號 (若未載, 以執票人為受款人) 

4.無條件擔任支付 

5.發票地 (若未載, 以發票人之營業所/住所或居所所在地為發票地) 

6.發票年月日 

7.付款地 (若未載, 以發票地為付款地) 

8.到期日 (若未載,視為見票即付) 

耀聰律師特別強調，發票日不能自行填上，此為偽造有價證券，可處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徒刑(刑法第 201條第 1項) 

而為什麼大家這麼喜歡拿本票?耀聰律師也向大家說明，要把前經由強制

執行取回有下列可能性： 

1.起訴--時間拖太長,且無論有無拿回錢,都有裁判費要繳 

2.支付命令--快,但債務人若在國外則無法發支付命令,且支付命令須在三個

月內送達債務人,否則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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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本票裁定--裁定所需時間快速(只要本票的紀載沒問題,債務人的抗告都會

被駁回),且費用便宜 

因此綜合衡量之後，耀聰律師建議，本票為佳 

另外耀聰律師也舉實際案例與我們分享本票在實務上的應用範圍,茲列重

點如下： 

案例一： 

105 年 12 月 1 日甲向乙購買衣服一件，價格新台幣十萬元，乙當場將衣

服交付甲，甲因身上未帶錢，因此以空白紙書寫一紙發票日為 105 年 12 月 1

日，到期日未記載之「本票」與乙。乙因事忙，忘記此事，直至 109年 1月 1

日突然想起此事，遂持「本票」請求甲給付票款，問： 

1.以空白紙自行書寫之「本票」，是否具有本票之效力？是 

2.到期日未記載,但超過發票日三年的債務人可否拒絕給付「票款」？可拒絕 

3.債務人付款後能否主張債權人之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請求債權人還款？不可

以 

4.債權人能否請求債務人給付貨款？可以, 票款的請求權跟買賣產生之貨款

問題是兩件事,(後者的請求權是 15 年) 

案例二: 

甲因為開店需要資金，乃向乙借款二十萬元，乙交付現金二十萬元與甲，

因為借款過程並無第三者在場與聞，故乙認為需要有所保障，要求甲給書面證

明，甲問乙要一張本票或者要一張借據？乙該如何抉擇？ 

答：借據，因為此案例為借貸關係，屬要物契約，而票據為無因證券，無

法在法律上單憑票據之授受證明存在消費借貸之關係，因此執票人須負舉證責

任。 

而借據本身有約定返還的概念在，惟在記載時仍需小心細節以免對方耍賴。 

聽完本次耀聰律師的分享，深覺法律真的是保障知法的人，光是整理演講

中本票部分的心得，就反反覆覆看了三四次相關內容的投影片，無怪乎長輩以

往總是殷殷告誡--不要借錢給人！但法律仍需要深層次的理解，文中敘述若有

疑誤，還望請指正小弟。 

感謝耀聰律師的精闢分享這些切身問題，惠我良多、受益匪淺，但日後萬

一不幸碰上相關情境，這錢還是千萬不能省，乖乖找律師洽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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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友拜訪心得 
文/社友  陳耕堂 

這次社友拜訪，選在 10/9 號，地點剛好在我公司旁，一進到王議慶社友

公司，讓人耳目一新，首先王議慶社友先帶我們到晨光自然生態科技有限公司

參觀魚菜共生健康農場靠著魚幫菜，菜幫魚的大自然共生原理創造新鮮無毒的

蔬菜，與新鮮的魚。 

 

魚菜共生農法在美國農業局認定為有機農法，可以生產出有機蔬菜，無毒

蔬菜以及健康無毒的魚。屬於有機農業喔！ 

 

 

 

第二站也就是在對面的凱悅開發工程有限公司，一進去整間設計都是有王

議慶社友從無到有一手打造，也是王社友的本業，公司挑高的設計，採光極佳

的建築，與每個倉庫牆壁都是滿滿的收納櫃，一看就知道王社友平常井然有序

，整整齊齊，整個空間布置得非常好，不虧是營造與設計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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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安健行～竹坑南寮登山古道 
文/前理事 劉通南 

當我看到了這次早安健行的地點～「南

寮」這個地名馬上讓我想起當年當兵的營區

～新竹南寮，為了想事先了解一下這次早安

健行的登山步道它的難易度，就 Google 了

一下，原來竹坑南寮登山步道，是清朝時，

為了開墾大肚山區以及往返竹坑，開闢了這

條竹坑村古道進入南寮，後來龍井鄉公所將

竹坑村古道改建為登山步道。 

07：00 我們在橋下的廣場集合，感謝健康休閒組張志豪理事及組員團隊

和小宏秘書長精心規劃活動，還為參與活動早起的社友們準備豐盛的早餐，在

大夥兒享用各式各樣美味的餐點和活動筋骨

的熱身操後，就慢慢的依序朝登山步道前進

，步道起伏不大好走可說是老少咸宜。步道

上大都有鋪設木板和較圓滑的石頭，沿路也

有涼亭和座椅可供遊客休息，步道旁種植了

很多樹木，讓整個步道綠化許多，步道中有

多座景觀台，可以觀看到整個沿海地區的美

麗風景及大肚山山巒景色。 

走了一圈回到集合的廣場，小宏秘書長及豪哥理事又為社友們準備尚好的

咖啡、紅茶，還有茶點、花生、水果。廣場上人潮也越來越多，有民眾組樂器

唱歌，有人隨著旋律跳

舞，好熱鬧啊！期待我

們健身休閒組再次為

我們規劃精采的健身

休閒旅程，親愛的社友

們一定要抽空參加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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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第 49屆全國年會 記事 

大家來咱兜  綻放心南投 

好山  好水  好精彩 
文/副秘書長 陳昭源 

11月 20 日是老天爺給的大禮物，風和日麗好天氣，早上驅車前往南投山

城小鎮埔里，於元首館集合用餐，感受到 IMC各社社友歡愉心情迎接全國年會

，年會地點在埔里藝文中心集合，結果我跟某秘書長走錯了年會地點。我們怎

麼會這麼早到？現場都沒人──唉！烏鴉從頭上飛過，急忙趕到埔里藝文中心

。 

本次全國年會感受到南投社的用心規畫安排，與年會主題（咱兜）台語發

音南投，體會到南投人給予大家親切且熱情的印象，備感溫馨。人文薈萃的南

投，展現在這次的年會安排節目上，首場暨大附中的儀隊表演，青春洋溢的氣

息，展現出新一代青年至真、至善、至美的活力與飛揚熱情。接著傳統表演團

隊天方地圓，結合力與美的極緻表現，在身體曲線與大環間最美的弧線。在立

方體展現出人、體力與美的表現。 

全國年會的重頭戲登場了，兩位重量級講師── 

王政忠講師，唯一教育三冠王 Super 教師，主題：有種翻轉教育叫偏鄉；

王政忠老師策略翻轉偏鄉學習，近年聚焦於國語文教學讓學生更有熱情於學習

上，是一位創造教育奇蹟的熱血教師。 

何培鈞講師「天空的院子」、「小鎮文創」創辦人，主題：有種生活風格叫

小鎮。 

何培鈞講師精采的演說，以不逼自己有怎能知道極限在哪裡？私下傳統既

定的標籤重新出發，頂住壓力控制情緒與強大行動力，投入時間在機會上而非

問題之間，翻轉地方的夢想、信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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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間再次感受到南投人熱情款待，地方美食美味的讓味蕾欲罷不能！晚

會更是精采呈現薩克斯風老師的演奏更是一絕的音樂饗宴，讚！ 

晚宴後暫時休息片刻，宵夜、英雄宴登場，各社英雄齊聚把酒言歡，本人

不再現場，當晚我走文青風，聽說精彩現場如預期。 

第二天六點早早起床，享受早餐和秘書的手沖愛心咖啡，真是美麗的晨光

時間。南投 IMC主辦社真的用心安排行程，又是行程滿檔的上午。第一站參觀

在地茶了解製茶過程、品茶香於味覺內，更棒是實務操作做自己細心做的一款

紅茶獨一無二，在揉捻之間散發出茶菁的清香（很感謝秘書長老宏將每位社友

的特製紅茶送到每位社友中，感謝秘書長老宏），當然南投好好水絕對不能缺

少水上活動，第二站就來到了日月潭的遊艇碼頭，乘坐豪華遊艇享受日月潭的

湖光山色在歡笑談話中，來到玄老寺暫憩聆聽原住民豪邁悅耳的歌曲，回程來

到午宴會場。 

南投社雖然才第九屆，但勇於承接全國年重擔，展現出南投社社友相互扶

持團結的力量，無私奉獻，展現南投人的熱情、樸實、帶領大家學習創新成長

。 

2020 下屆全國年會主辦在桃園社，展現 AI、科技、創新又是不同主題的

呈現，結合現今科技創意思維，期待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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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C新社友講習 
文/社友 陳立恆 

11/14 號來到了和美首屈一指的中式餐廳「中華美饌」，在這一個特殊的

日，在那裏不只是享用美食，更重要的是，當天的 IMC 要歡迎更多的新社友、

新家人。 

筆者自身也是這個大家庭的新社員，在 2019 年初加入之後，很快就感受

到這個社團的與別不同，IMC社團的成立宗旨以及精神，是為了每個汲汲營營

奮鬥的企業家找到一個突破的機會，社內的每一位成員都可以互相交流經營的

成果、心得，而在交流的過程中自然可以透過教學相長替自己的事業再想到更

上一層樓的方法。事業上的交流之外，IMC 也顧及了每位社友的健康，運動方

面也是社員可以享受到的，社團內成立了高爾夫球隊、羽球隊等等多不勝數的

運動社隊，更不定期地由康樂組幹部發起如爬山之類的郊遊活動。由此可見，

IMC真的是一個很正面且全面的社團，相信每位成員都能夠很自豪地說自己屬

於 IMC，也可以很自信的招募新社員。 

在 11/14 的當天活動尾聲，聽著新社友們充滿喜悅地介紹自己，想必各位

都是抱著一股期待，期待來到 IMC 之後不僅結交更多朋友，也為自己的事業

找到更多突破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健康方面也兼顧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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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國際工商經營研究 

國外旅遊六日心得分享 
文/社友 羅淑玲 

是今年才加入的新社友，要決定去陌生的國度～

北越是非常期待與雀躍。 

第一天傍晚抵達下龍灣先至蓮花餐廳慰勞五臟廟

，號稱上百道美味佳餚侍候，我直覺這一趟我會肥回來

，因為海鮮燒烤、在地美食、水果、點心、甜品 任君

選擇，開始了養肥計劃。 

晚上入住～溫德姆傳奇酒店，五顆星評鑑酒店視野

漂亮加上正對面是女皇纜車及太陽摩天輪，感覺很開心！晚上夫人們享受小鮮

肉的越南獨特的按摩舒壓，整間都是歡笑聲，這是特別的感受⋯⋯更開心 

第二天下龍灣搭船參訪驚訝洞、英雄島～風景是視覺上的一大享受，還在

船上共舞用餐，非常的放鬆愉快！傍晚去體驗皇雙程纜車、太陽摩天輪這天的

海上美景盡收眼底，船上美拍、聊天聯誼讓大家很放鬆。 

第三天坐電瓶車參訪 

白亭寺、碧洞寺千年古剎巡禮 ，欣賞 500 個神態表情各異的羅漢、尊者

，亭園寧靜、悠閒，腹地廣闊、綠意盎然，玩拍拍也別有一番樂趣！傍晚驅車

前往陸龍灣入住《寧平 翠色渡假村》在古色古香的餐廳中式西吃的長桌享用

美味晚餐，大家互相聊天聯誼很輕鬆愉快！  

第四天陸龍灣長安生態保護區遊船 3-4人ㄧ艘，船夫有男有女，真是體力

了得，心疼之餘也協力划船，才感受到用勞力賺錢的辛苦。沿途風光明媚、柳

暗花明又一村，經過了三個鐘乳石洞穴，非常特別的經驗沿路看著壯觀的船隊

。 

第五天到達河內入住五星《河內廣場大酒店》交通非常混亂噪音不斷，明

顯的感到空氣不舒服，想必是河內這幾年的快速發展。晚上聯誼社長不手軟的

提供好酒讓大家暢飲聊天，笑聲連連難得的放鬆一下！早上難得去逛逛廣柏花

市，逛逛巴亭廣場、主席府、胡志明故居、還劍湖、搭電瓶車 36 古街、樂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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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貨血拼，歐式自助餐後為這次的下

龍灣行做最後的巡禮。 

第六天回到台灣時間下午 2點多

社長特別安排清水高美濕地半日遊

，此次旅遊從國外延伸到國內半日遊

，晚餐還又特地安排在清水《

成都餐廳》酒酣耳熱心情愉悅

中劃下完美句點！ 

最感謝在旅遊這幾天社長

提供的酒、可樂、水果不斷，

社長夫人也買煉乳咖啡招待大家，還有伴手禮，感受到滿滿的照顧。ㄧ路上有

說有笑快樂無比，讓我和先生留下最美好的回憶。感謝所有協助的幹部，這是

非常有溫度的旅行，大家互相照應，IMC 大家庭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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詼諧逗趣 歡笑中學習 
文/會長 賴秀美 

彰化 IMC 夫人會年度主軸

聯結，社友行業別 10月份月例

會來到《軒記台灣肉乾王》本部

，受到姚董事長伉儷及公司同仁

熱情招待桌上各式各樣的豬、牛

、鷄肉乾、肉條、肉片、肉紙 原

味、杏仁、蒜味、泰式、檸檬、

胡椒等等⋯五花八門看得愛不

釋手最佳休閒旅遊、小酌良伴姚博士分享從年輕時 18 歲就在，賣力工作在自

己的本業努力經營，做好本業再往橫向發展不單做人，吃的肉乾寵物的市場也

站有ㄧ席之地，更發展周邊商品冷凍食品，全國各大便當市場更是如火如荼的

展開⋯⋯對於食品添加有進一步的認識。 

房地產投資及太陽能板也是發展重點之一，多面向、多角化經營，眼光之

精準與膽識真不是蓋的。 

分享的重點除了用頭腦規劃，讓公司同仁負責各個區塊的工作，自己則全

心投入社團熱心公益，談到自己的三個寶貝孩子，更是眉開眼笑對於孩子，優

秀表現做為人父的驕傲全寫在臉上，也秀出自己的詩集，也是他非常自豪的一

項非常人能及的雅興，ㄧ個多鐘頭的分享在充滿笑聲連連中劃下句點，期待下

次有更多的時間做更進一步的交流 ⋯⋯ 

最後感謝每人ㄧ份大器的伴手禮，感恩 姚社友 慷慨及熱情招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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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親子遊 
文/前理事 呂嘉珊  

今年親子遊往北走，在車上明伶執行長

帶猜拳活動有禮物也有紅包啟動快樂出遊的

序幕~  

第一站來到士林官邸，來了官邸 N 次就

是沒進官邸看看~這次想很多人都買票進去

看看~~~我也來去看看~~進官邸看到擺設與

聆聽導覽感覺時空倒流~~想像當時候的畫面

~~~復古又有歷史的陳設真的讓人不同體會 

第二站坐上貓空纜車上俯瞰風景視野真

的很美~~~讓人心廣神怡!!! 

到木柵動物園裡看了數不清的動物~~~~

種類很多品種很特別!!!所以只能親眼來看

無法特別言語~~~ 

只能說小孩很開心大人新奇!! 

第一天行程夜宿莫瑞納海灣會館~~~進房間會館有準備每一隻小熊讓客人

一進房就有禮物可以拿!!真開心! 

  

放好行李就前往 KTV 館進行夜生活歡樂模式~剛好是淑玲老公生日大夥一

起歡唱一起慶生嗨到最高點感謝明伶指行長還特別準備道具 

增加歡樂的的笑點~~~ 

第二天就是練腳行程~~~鼻頭角燈塔小孩們也很厲害，上上下下的走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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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再來是和平島海角公園，也是走看風景，還可以玩水的好地方，下次還可

以在去走走看看，最後，情人湖公園，說真的台灣美麗的地方需要用雙腳走出

來，因為汽機車到不了!  

感謝會長的用心感謝，感謝贊助們的大家，讓整個活動更加圓滿，我們期

待明年親子遊大家在一起出遊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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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文/夫人會 劉漪珠 

現今 line 已跟生活習習相連而貼圖更可結合藝術與美耶！《話說藝術不

能當飯吃但藝術能讓飯更好吃》也就是說藝術生活舞動著活耀的生命力讓生活

更有意義～ 

11 月例會活動特別邀請北斗國中林美宏老師的精采教學，讓我們對 line

的貼圖認知除了可以代替無聲的言語也能讓生活更舞動活潑～ 

看著各位夫人們較勁的腦力記住各個 Line 的貼圖連結肢體語言時而發揮

團隊精神，這應該就是老師今天所訴求的 Line 貼圖藝術與美

展現的重點。 

非常感謝秀美會長及明伶執行長&活動組長們的精心安

排，和更感謝北斗國中美宏老師的不吝指導讓我們在這愉快

的 Line 貼圖與肢體中度過愉悅的下午茶之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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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月活動花絮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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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旅遊-北越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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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年會-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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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慧之父----圖靈 
文/ 前理事 許啟發 

2011年,美國總統歐巴馬在英國國會演講，指出三位對科學最有貢獻的英

國人分別是：牛頓、達爾文和艾倫．圖靈。 

牛頓、達爾文世人皆知，唯獨艾倫，圖靈這號人物，世人知者卻不多。 

艾倫·．圖靈 Alan Mathison Turing 1912-1954 （41歲） 

英國計算機科學家、數學家、邏輯學家、密碼分析學家和理論生物學家，

是計算機科學與人工智慧之父。圖靈也是世界級的長跑運動員，他的馬拉松最

好成績是 2小時 46 分 03秒。 

破解納粹密碼的英雄， 

1939-1945年二戰期間，圖靈曾在位於布萊切利園「政府密碼學校」（英

國政府通信總部）工作，這是英國頂級機密情報機構。圖靈在這裡從事密碼破

譯工作，領導小屋 8 號（Hut 8）小組，負責對德國海軍密碼分析，他設計一

套加速破譯德軍使用的恩尼格瑪密碼機器，被稱為圖靈機，此設計的機器，戰

爭期間發揮了非常關鍵作用，透過圖靈機的大數據分析，破解了德軍密碼，能

預先得知敵軍動態信息因而知己知彼，在許多交戰中創造先機，因而贏得戰爭

。但因此重大發明事關國家國防和圖靈的特殊人格特質，特意被當時政府隱暪

淡化，直到三十年後，戰時圖靈所發揮的貢獻深度和廣度才被洩漏出來，世人

才知有這號人物及其貢獻，因而被人稱頌，但圖靈早已英年早逝，沒機會享受

此榮耀。圖靈事蹟曾被數次改編成電影，包括 2014年的《模仿遊戲》。 

圖靈機---現代電腦的前身 

圖靈對於人工智慧的發展有很大貢獻，曾經寫過《計算機器和智慧》的論

文，提問「機器會思考嗎？」（Can Machines Think?），作為判定機器是否具

有智慧的測試方法，即圖靈測試，至今每年仍在定期舉辦此項比賽。 

1936年，發表論文《論可計算數及其在判定問題上的應用》，文中提出「

圖靈機」（Turing machine）的抽象計算模型，指出所有的演算法，所有可

能的機械性程序，都可用圖靈機來執行，為現代電腦、電腦科學及計算理

論奠下數學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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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靈獎---計算機界的諾貝爾獎 

1966 年以來，圖靈獎每年由計算機協會頒發給計算機界，用來表揚其所

提供的新技術、新理論的貢獻。圖靈獎被廣泛認為是計算機世界的最高榮譽，

相當於計算機世界的諾貝爾獎。 

 

2021年即將發行的新版英國 50英鎊鈔票，上方人物就是電腦之父 圖靈 

登上英國 50英鎊鈔票人物 

英國中央銀行宣佈，預計 2021年起，正式發行新版 50英鎊鈔票，其上面

的人物就是二戰期間破解德軍密碼的「電腦之父」圖靈，用來取代目前印在 50

英鎊上的英國工業革命時，聯手發展蒸汽機的科學家瓦特（James Watt）與工

程師博爾頓（Matthew Boulton）。 

鈔票上圖靈人像攝於 1951 年，背景印有二戰時期用來破解德軍密碼的圖

靈機，它是當代電腦前身的自動計算機。鈔票上波浪橫條是二元碼自動收報機

紙帶，標示出圖靈的生日（1912年 6 月 23日），下方文句是 1949 年圖靈接受

《泰晤士報》訪問時所留下的亙古名言：「這只是未來之兆；將來之影」（This 

is only a foretaste of what is to come and only the shadow of what is 

going to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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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仍在發行的英國 50 英鎊，上方人物是科學家瓦特與工程師博爾頓

。 

戰時地下英雄因同性戀遭受歧視迫害，最後自殺身亡 

圖靈是男同性戀者，因其性傾向被曝光後不容於當時的社會，在當時英

國社會，同性性關係是違法行為(此行為直到 1967 年才除罪化)，因而遭

受當局的迫害。 

1952 年，因與同性發生性關係，被判定是嚴重行為不檢，遭到撤職

，還被施打女性荷爾蒙化學去勢。 

1954 年，圖靈服毒自殺，享年 41 歲。 

2013 年，圖靈死後 60 年，英國政府特赦圖靈，洗刷他的污名。  

2013年，英國女王伊莉沙白二世赦免圖靈。 

2015年，圖靈的家人，持 50 萬人簽名的請願書，向英國首相請願，希望

政府赦免和圖靈同樣因同性戀獲罪的 4萬 9千人。 

2017年，圖靈法案生效，4萬 9千位因同性戀定罪者獲得赦免。 

 

  

3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4%B7%E5%90%8C%E6%80%A7%E6%81%8B


Linda 佮我 
文/前社長 陳榮廷 108-9-5 

佇 108年 8月 30日 e 自由廣場，讀著林春發先生彼篇「別傷害我家苿莉

」，斯當時，拄老母過身（8 月 20 日）無偌久，才欲做告別式（9 月 3 日）爾

爾，想講 Linda 按 6 月 14日拄老母身體當咧有沙屑（sua-sap4)e 時，伊才來

阮兜鬥跤手看顧老母，短短欲 3 個月 e 鬥陣，就敢若是阮兜 e 查某囝。今（

tann)，韓國瑜市長閣舞這齣个（鳳凰飛出去，來了一堆雞仔），伊雞牢仔鼢（

bun3)久矣，看會著个攏是雞。我欲共 2020 年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訐譙：

袂使傷害阮兜 Linda。 

到今，了解 Linda e 背景，佮當初「中介」𤆬伊來 e 時，所講个差毋誠

物，干但知影伊 24 歲，有結婚，放 1 个囡仔佇厝裡。初次來台灣爾爾，伊華

語 1半句矣，從到今，阮用手比个較濟講个、臆个較濟講清楚个。雖罔人 e 素

質好歹差真濟，揀嘛揀袂盡。當初，我有淡薄仔相信：老母義工做規世人，佛

祖敢袂派一个仔天使來共服侍？有 1 兜，阮相佮加入 Line 做朋友，伊嘛手機

仔反仔反叫我加入伊 e FaceBook，伊才反出伊厝裡人 e 生活相片，伊才講起

，伊 e 老母佇沙烏地阿拉伯做工課，現此時，伊有一對雙生仔 30歲阿姐一个

佇台中，另外一个佇台北，嘛閣有一个小弟佇台中做工課，怹老母佮姐妹仔披

著怹「穆斯林」袈裟翕 e 相片，看起來，淡薄仔神秘閣有媠款。怹規个家族

翁婿以外，就攏愛出國賺錢。散國出歹命百姓，怹 e 勤儉認命值得咱呵咾。

Linda佇阮兜，初來 e 時就講好伊顧老母、煮飯以外，干焦清掃一樓就好，其

他二到四樓攏毋免伊插。今年六月，老母算猶勇健，我共伊佮老母載出載入，

每工有二擺出去，一改是早起欲 11 點載出去買素 e 中晝頓，會順紲去八赴山

踅一輾、下晡時欲 5 點嘛愛坐車出去踅踅咧；見若拜三就𤆬怹去台中我 e 公

司佮老朋友食飯、禮拜日，嘛一定車載咧去台中踅一輾紲買素 e 中晝頓，轉

來厝裡食，遮个固定行程，攏有 Linda 綴前綴後共老母鬥扶來扶去。老母愛𨑨

迌 e 心情伊上知，達不時，愛笑老母愛出去 Jah-lan-jah-lan(𨑨迌）。佇六、

七月中間，老母就連鞭袂放尿、連鞭腰骨痛，暝時起起落落，我插 Linda 扶，

老母有當時仔會共說多謝。講著清掃，伊平時抾抾做，特別感心个是，伊下時

間清理老母房間櫥仔內 e衫仔褲，共規大堆 e 「功德簿」書類、大大細細 e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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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四寶、落筆未褙好，規壘 e 毛筆書法宣紙，無路个用布袋㯱（lok4)做伙，

有路用个一領一領手褶好、一項一項排疊予好。老母過氣彼暗（8/20）載轉來

厝裡，房間電火共點予光焱焱（kng-iang7-iang7)，眠床跙（tshu)巾嘛共換

新仔，會得予老母佇家己 e 眠床閣爽爽快快睏一暝，我按心肝窩仔感謝 Linda 

。以 Linda 小小年歲，佇短短較無 3 個月，老母蹛院 Linda 就綴阮出出入入

、老母過身後佇靈山寺做佛事這段時間，Linda嘛按頭至尾攏在場，伊看盡老

人佇尾氣 e 生命活力佮無奈、深刻體驗著異國人情 e 溫度。佇老母告別式拄

煞e 斯當時，莫怪伊真毋甘 e 款勢，攑伊e手，按目睭比到喙䫌（tshui3-phue2)

，意思是：伊流真濟目屎。 

倩「外勞」予我真濟啟示。「疼心」是這馬全世界講「人權」、講「人道」

e 通關語，講白个，就是人佮人 e 相佮疼惜。佇咱人生 e 場合裡，倩外勞是

序大人，人生終其尾上無奈 e 幸福，嘛予纏綴 e序細吐一个仔氣。Linda 來阮

兜了，真歡喜予我有這个機會，來印證平時咱常在夯手贊同人權，呸喙涎遐个

無人道政權 e初心。有錢倩外勞會得買著啥？氣力？時間？敢有真性情？「外

勞」盤山過海來台灣，目的干焦欲趁人幾仙（sian3)錢爾爾，怹出賣勞力，了

時間，就愛閣出賣尊嚴？我發覺「人 e 真性情」e 核心佇「疼心」。佇倩外勞 

e 都合，確實，是有歹運个抽著「番仔火」，好運个抽著「時鐘」，有運氣 e

成數，徛算閣較歹運，嘛會得透過「外勞中介」公司 e 機制，協助抑是根據

合約換人、退出、解約。 

人 e真性情 

搪當咱慢慢聽講有咱台灣人去澳洲甚至韓國，予人倩做咱講个「台勞」，

斯當時，「移工」這个名詞才成做正式佇報紙頂懸，代替「外勞」e 稱呼，敢

講「外勞」過去是帶有一寡輕視 e意含？窮實，「外勞」攏是外國來 e 勞工弱

勢者，咱尊重以外閣愛疼惜怹。所致，佇我 e 認知中間，輕視就是「外勞」

佮顧主會發生 e 濟濟問題，上大 e 因端。好欺負成做虐待？無尊重才會去共

人性侵害？。Linda 初來 e 時，看伊 e 手機仔歹去，閣買嘛真困難，想講伊

若袂得佮印尼厝裡大小連絡報平安，心內 e 鬱卒可知，我才閣共予人 e 舊 

iphone 討轉來予伊攑。「人 e真性」e 善良佮熱情會予人 會成 

做勤快負責。不而過，佇外勞 e 顧傭當中，有幾項代誌就愛做會到。第

一：「久病不孝囝」，咱家己 若常在對待虛弱 e 爸母大細聲，「外勞」會綴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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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無可能會用真性情綴待咱序大。第二，用「疼心」善待「外勞」，往往會

催化怹 「人 e真性情」做好怹纏綴咱虛弱年老爸母 e工課。倩外勞是雜細工

課予怹打理、幫贊咱扶插序大、分伻（pun-phenn)咱體力 e 負擔，予咱有抽

退，毋通全部推捒予怹，若無佮共老人送去安養院，敢有啥差別。「外勞」終

其尾就愛成做咱家庭 e 一份子，伊 e 生活起居除了做工課以外，仝款愛有安

歇 e 時間，佇做伙生活中加一份疼心是必要个。第三：共厝內 e 金銀財寶收

拾妥當，考驗人性貪婪 ，是無必要个。第四：相佮交換生活經驗、學講一半

句仔怹 e 話，減少怹佇他鄉 e 生疏，按呢做伙起來會閣較貼心。 

「Jalan-Jalan 散步」，老母常在討欲外口𨑨迌，這句印尼話予 Linda 聽

起來真親切、真好奇閣好笑、「讚」、「Terima -kasih 多謝」、「sakit 痛」報

伊知老母佗位咧艱苦、「我來」愛出力个予我、「妳去歇睏」、「我來抱老母」嘛

成做我開合喙 e 口頭話語。有 Linda 鬥扶插老母，不比進前孤跤手定定悿規

工，不而過，佇半暝老母猶是小寡仔就喝咻（huah-hiu )叫我 e 名，我睏佇客

廳嘛毋捌一暝到天光。阮三頓食食（tsiah2-sit)比進前閣較照起工，袂得干

焦配合老母攢(tshuan5)素食就好。Linda 抾抾做，予阮兜上無相像个，是厝

內變清氣矣。「人 e 真性情」是毋是佇阮兜當咧發揮？  

閣無幾工（9/9），Linda 就愛閣予人分配去別位，我交待韋如（大兄二查

囝）離職 e 彼日，結算新資愛較優厚咧，嘛愛請中介公司特別愛揀較好 e 家

庭，伊會共工課做得誠好。我嘛欲攢（tshuan5)紅包予 Linda，感謝伊三個月

來 e 辛苦佮真性情。將來若有閒，才閣轉來𨑨迌，我嘛仝款會佮伊用行路个

，去 Costco，抑是去楓康買伊愛食 e 疏果、魚仔轉來煮，閣共夾菜、貯飯（

te2-png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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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認輸—第八集 
文/前秘書長 林漢森 

「你就知影(1)咱無錢，連機票錢都愛共人借，哪有法度佮人仝款去睏飯

店，毋過，咱會使睏球場的塗跤(2)抑是椅仔頂。」世昌那講那共冠君的後斗

硞(3)仔挲挲咧(4)！這擺敢若𢼌(5)了傷大力。 

 

「Ooh！」冠君干焦(6)輕輕仔應一聲，毋敢閣加講話。 

 

這擺的成績無真好，才挈(khe ̍h;7)著第 8 名，獎金幾千箍仔美金爾爾，無

(8)坐飛行機轉來臺灣。毋過，有這

擺比賽經驗了後，冠君知影欲按怎練球來對付 a-tok-á；

比賽，不管是國內、國外的大大細細比賽，攏無落勾(9)半擺。3 年後，冠君

的世界排名已經進到 200 。

，不過猶原真儉，若出國比賽，猶是定定去佮別个選手做伙蹛一間飯店，儉一

寡所費(10)，因為冠君猶欠專業教練佮護理師。 

 

「你這馬世界排名已經是 131 名，愛開始拚世界四大公開賽的前八名。」 

 

「好！這也是我的目標。」 

 

「若好！咱就愛雙倍的拍拚佮訓練，才有法度來著冠軍，四大公開賽的選

手攏是一粒一(11)，特別是排名十名內。頭起先，每早起佮下晡的 5,000 米，

自明仔載起，愛增加到 10,000 米，重量訓練嘛愛加倍，練球的時間仝款愛加

一倍久。」 

 

「阿爸--，好是好！我敢會使沓沓來(12)增加無？敢會使(13)對 6,000

米，7,000 米…漸漸加到 10,000 米，別个選手嘛是仝款按呢咧訓練的，而且

我每工早、暗愛走兩逝(14)。若無，我恐驚會擋袂牢(15)！」冠君講甲淡薄仔

司奶(16)閣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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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袂使得！咱做代誌欲做就愛一擺做予好，毋通拖拖沙沙(17)。」 

 

爸 giâ-gē-koh(18)，乖乖仔照步來，毋過，伊實在擋袂牢

。 

 

備註： 

 

知影(tsai-iánn)：知道 

塗跤(thôo-kha)：地板、地上 

後斗硞仔(āu-táu-khok-á)：後腦殼 

挲挲咧(so-so--leh)：摸一摸 

𢼌(pa)：用力打下去 

干焦(kan-tann)：只是 

挈(khe ̍h)：拿 

無攬無拈(bô-lám-bô-ne)：沒精神 

落勾(làu-kau)：遺漏 

所費(sóo-huì)：費用 

１１、一粒一(it-lia ̍p-it)：一等一、最好的 

１２、沓沓來(ta ̍uh-ta ̍uh-lâi)：慢慢來 

１３、敢會使(kám-ē-sái)：可以嗎？ 

１４、兩逝(nnḡ-tsuā)：兩趟 

１５、擋袂牢(tong-bē-tiâu)：受不了 

１６、司奶(sai-nai)：撒嬌 

１７、拖拖沙沙(thua-thua-sua-sua)：拖拖拉拉 

１８、giâ-gē-koh：回嘴 

（猶袂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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