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定扶輪精神
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
3470 地區虎尾東區社
彷彿只有歡喜，只有快樂，才會讓人一
直沉澱其間，迴旋不已，才會讓人完全只願
長睡不願醒。那是個優美的地方，足足有寬闊
的四十餘公頃面積大，美麗的福爾摩沙，美麗
的彩色島嶼，孕育著所有的台灣子民，安和樂
利，國泰民安，裝上了燈盞，開放成燈花，走
向它那是種真幸福。
沒錯，那就是 2017 燈會在雲林，走在那
條燈花路上，五光十色向前延伸，淺淺小河面
上有人造薄霧在氤氳，扶輪的那一朵，由於
燈色得宜，顯得非常突出，特別醒目，望著
望著，它象徵著「立足台灣，放眼國際」的倩
影，春寒料峭，它就抖擻的杵在那裏。
那是一股很強的吸引力，總是讓人想走上
前去，駐足良久，沉醉其前，不忍離去。
或者是因為它給了人一抹留白的想像空
間，可以任你我去深深淺淺彩繪出其他不同
的色澤，繽繽紛紛熱熱鬧鬧又重新登場，再
在尋尋覓覓中，迸發出另外不錯的想法，妝
點上新的歡樂，創造更深一層生命的嚮往，
令提升的力道，牽引著步履，一逕向前。近
日以來，一切停頓在那個點上，朝思暮想，
根本不想醒來。
後來也許會覺悟。沒有醒來，原來也可以
被視為他類美學的追尋方式。

一、跳出口袋的筆
此刻想起的，竟然會是歐陽修。他在自
己的作品中述說著：「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
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這不正是燈會結束
的剎那景致？「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
而禽鳥樂也」。這不正是燈會尾聲時的場景？
「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
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手之樂其樂也」。這
不正是燈會閉幕時所殘留給人那絲絲的悵惘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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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茫？
「 醉 能 同 其 樂， 醒 能 述 以 文 者， 太 守
也」。千年以前的認知，千年以後仍然密合如
此，太陽底下啊！太陽底下哪有甚麼新鮮事？
「太守謂誰」？太守謂誰？後面的答案，可不
可以不填廬陵歐陽修，而填上其他人呢？
誰能給一個答案，可是不可？
我胸前的 Cross 是無聲的，硬搶著跳出了
口袋…。

二、總監們大集合
思緒飛揚在初春，回憶的腳步卻仍走在
2017 台灣燈會路上，那是一個重要的決定：
2 月 11 日，燈會在雲林縣高鐵特定區準時登
場。由國際扶輪台灣區所設計出，強調台灣扶
輪精神的主題燈，比大會提前一天，在 2 月
10 日晚上 18:25，替大會暖身而提前點燈。
當時正是燈會的第一波大高潮，參與點燈
儀式扶輪社的各地區總監，在數以千計的社友
及燈迷們簇擁之下，蒞臨人山人海現場，那刻
一行人光是走著紅地毯登上舞台，就足足花去
了數十分鐘的時程；也是那刻耳畔聽聞掌聲與

燈會時總監們及扶輪領導人大集合

歡呼聲齊飛，不絕於耳；風雷電火般的尖叫則
與冠蓋雲集的耀眼，相互較勁起來。暖場的狀
況，真的是前無古人的寫照。
國 際 扶 輪 到 場 的 共 同 點 燈 人， 終 於 登
台。包括有：3460 地區陳俊雄、3470 地區謝
奇峯、3480 地區廖文達、3490 地區謝木土、
3500 地區鄭桓圭、3510 地區李素鳳、3520 地
區郭俊良等七位總監。
點燈儀式隆重而莊嚴，負責主持的 3470
地區總監謝奇峯，在台上表示：非常希望國人
藉觀賞此燈會之機會，進一步來了解扶輪社多
年來，一直希冀為台灣與世界各國社區的服務
與奉獻方向，並歡迎國人在燈會參觀進程中，
把握交流期間，透過扶輪社來自世界各國的交
換青少年，所提供之現場服務，明白各地風情
及扶輪精神與理念。

三、暢行人間無阻
3480 地區廖文達總監指出，國際扶輪是
從 1917 年起，由一群熱心社會公益的賢達人

士，為了服務社區，特別草創了扶輪基金會，
從第一筆捐款美金 26.5 元開始，迄今已有 112
年的服務年資，先後投入的資源累積，早已超
過 31 億美元以上。
3490 地區謝木土總監對社務成長日日精
進，如日中天，非常滿意，他說今日的扶輪，
被公認為是世界上第一個成立的國際優質社
團，更是超過百年歷史世界之最的極具規模的
大社團。
3460 地區陳俊雄總監強調，國際扶輪在
世界各地所做的實際社區服務，數量之多，
質感之高，受到各界好評的史實，真的不勝枚
舉。百年以來，如疾病防治、醫療諮詢，兒童
婦女健康保健、社區健康教育等方向，均有著
墨。最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扶輪社對「小兒痲痹
症」的宣戰，力圖根絕此症，是歷時最久，也
最龐大且最艱鉅的重要工程，目前達成率，已
有百分之九十九，僅餘阿富汗、巴基斯坦，及
奈及利亞等 3 國，仍有幾個病例發生。根除小
兒痲痹的理念，或可於今年度內百分百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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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六個螢幕

達成。
3510 地區李素鳳總監表示，扶輪社友今
年度在台灣所做的服務，如偏鄉地區英文線上
教學、B 型肝炎篩選、捐血一袋救人一命等，
全是有價值的活動，一件件依序進行中。
3500 地區鄭桓圭總監特別指出：社友們
熱心參與許多台灣以外，世界性的公益活動，
包括大陸地區的社區、醫療服務，與海外兄弟
會、姐妹會攜手合作辦理的各項社會福利活
動。在提升台灣的世界能見度，貢獻良多。
3520 地區郭俊良總監強調，扶輪社友總
是秉持著「友誼、服務」的核心理念，力行為
善的最高境界，朝「不是施捨，而是引路」的
方向戮力，協助周身所有的人，走上明天會更
好的生活之路，那是扶輪的最高境界，社友們
奉行實踐，直到永遠。
他們的談話，讓參加燈會的群眾，不但了
解了扶輪，更進而認同了扶輪。

輪 3470 地區總監，先恭喜你，扶輪社最樂於
服務人群，是最優質的民間社團，現在有一件
事想拜託你，幫雲林縣讚個光彩，而且不得拒
絕，就是你和你的社團，一定要加入『2017
台灣燈會在雲林』的展演及開幕、閉幕。就這
麼說定了，我先乾杯。」
酒喝下肚，責任揹上身，地方官都這麼說
了，謝奇峯想了想，便點頭應允。
不久謝奇峯到聖地牙哥參加總監訓練營，
閒暇時，謝奇峯和一群尚未就位的準總監同學

四、情定聖地牙哥
說起全國台灣燈會將在雲林舉辦，謝奇
峯是看電視新聞時偶然知道的。當時並沒有
甚麼特殊的感覺，直到不久後，在一次餐敘
中，與縣長李進勇觥籌交錯之際，縣長很鄭重
的對他說：「謝奇峯！我知道你要接國際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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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會期間由扶輪青少年交換學生，來自 43 個國家
472 位的青少年，輪流在燈區服務賞燈的觀眾，賞
燈民眾以英文、日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等與
他們交談，獲得想知道的訊息。

聊天時，談到自己對燈會承諾，沒想到當場就
有總監說：「這是幾十年難逢的盛會，幸好你
答應了。」
也有人表示有意思、有意義、有興趣，更
有人說：「扶輪人最注重團隊精神，這次何不
來一次大合體的通力合作，共襄盛舉，展現我
扶輪團結精神。」熱情如潮，一份份承諾一份
份深情，從聖地牙哥攜手連心的出發，跟著謝
奇峯的行囊，飛越半個地球，回到家鄉，大家
都就職 2016-2017 總監。
燈 會 籌 備 工 作 依 約 展 開， 數 以 百 計 的
email 交 通 兼 雜 數 十 次 的 視 訊 會 議， 交 換 意
見、決定主題、付諸設計、計畫內容、草圖研
討、施工狀況…等，每個環節都經共同抉擇而
有了定論，環環緊密相扣，為的就是把完美地
把扶輪精神真實呈現。

五、戀戀扶輪精神
謝奇峯表示，國際扶輪的主題燈，是以台
灣地圖為基底造型藍本，加上 2017 年度主題
「扶輪服務人類」的世界觀，用的是凌駕其上
那顆會自轉地球，凸顯出「台灣是國際社會的
一員」理念。
一同去看看吧！走近扶輪形象燈區，見
到長 15 米、寬 6 米、高 6 米的大型主題燈區，
主題燈是年度口號扶輪服務人類及 logo，副
主題是扶輪基金一百年 logo。燈的上層安裝
了四部大型電視螢幕，輪流播放今年台灣扶
輪所完成的各項社區服務，讓國人順利了解
社團成果。
至若扶輪大型燈箱環繞的燈區，呈現台
灣七地區知服務紀錄，另外配上四個 60 吋螢
幕，持續放映主題：扶輪基金行善百年故事、
根除小兒痲痹紀錄影片、扶輪社 111 年重點故
事、台灣地區歷年扶輪社活動紀錄；副主題：
RYE Inbound 為友邦國家國旗之展示，目的為
宣揚扶輪社豐富的國際性交流，讓國人順利了
解社團成果；中層則展示頗具國際化特色的扶
輪青少年交換計畫的成果，今年一共有 43 個
國家，計 472 位的青少年透過該活動來到台

總監團隊北港社社友合影
灣，作為期 1 年的交換學生。他們被妥善安居
扶輪家庭中，就近接受學校正教育。這些燈箱
正是展示他們國家的國旗，燈會期間這群活
潑、熱誠的外國青少年，也將輪流在燈區，服
務賞燈的觀眾，大家可以用英文、日文、法
文、德文、西班牙文或中文等不同語言，與他
們交談，獲得想要知道的相關訊息。那些點與
線的揪集，確立了美麗扶輪燈網。

六、一波動萬波隨
這座悉心打造的花燈，總工程費達四百萬
元，資金來源也很快有了著落：3470 地區將
負責總工程款的 1/2，另外 1/2 將自其他地區
及扶輪單位募得。其中 3460、3480、3490、
3500、3510、3520 等六地區，每地區贊助新
台幣二十五萬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贊助新
台幣二十五萬，臺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
會贊助新台幣二十五萬元，共計二百萬元。
3470 地區所負責的新台幣兩百萬元預算，包
括嘉義、台南、澎湖區，共有 44 社，每社各
分攤新台幣二萬元，而雲林地區共 14 社，因
係地主社，每社各分攤新台幣四萬元，3470
各社分攤總計為新台幣一百四十四萬元，其餘
不足之新台幣五十六萬元，由 3470 總監負責
籌措。資金全額順利到位，執事順利成功，正
是扶輪精神，謝奇峯因此特別向大家鞠躬感謝
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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