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社活動輯要
3461 地區大甲中央社 紀鴻麟
不一樣的交接
Craft 社長萬萬想不到交接前五天快篩確
診，6 月 28 日無法親臨交接會場，就用平時
演練過的 Google Meet 做視訊致詞交接。還得
由副社長 Julian 親自將印信，經分區助理總監

E.P.A 監交完成交予 Ali 新社長。
從視訊布幕中得知另有多位社
友與夫人均在隔離中，僅能以視訊
觀看在海生餐廳的交接會場來助賀
慶祝。
全體新任團隊之團呼「想像扶
輪，夢想起飛」真有味道，看那辣
醫師美女社長夫人，笑得多麼燦爛
甜美。

−−−−−−−−−−−−−−−−−−−−−−−−−−−−−−−−−−−−−−−−−−−−−−−−−−−−−−−−−−−−−−
3490 地區五股社

Spring 夫人李秀芬

合歡山旅遊記
在疫情肆虐又起的威脅下，春季旅遊在眾人引領期盼中，終於成行。
第一天早上，前往日月潭輕鬆遊湖，社長大方請大家吃阿婆茶葉蛋，我們爬上玄奘寺，為第二天
的合歡山登山暖身。中午在魚池阿豐師餐廳用膳。下午前往 Hohocha 品茗，現場參觀日月潭紅茶的製
作過程，見識到超過百年的老茶樹，還享受令人難忘的薄鹽起司冰淇淋。晚上入住清境來福居民宿，
群山環繞、眺望中央山脈群峰無敵美景。餐後社長還準備美酒及茶點讓大家一起話家常，彼此交流
聯誼。
社長及社友們第二天特地早起看日出，我們的房間因地利之便，躺在床上就可看到日出。早餐
過後即將挑戰此行最重要的行程，合歡山賞高山杜鵑，社友回憶著 11 年前（101 年 5 月 27 日）PP
Bobson 帶領我們登合歡山北峰後，此行是回憶當年，體能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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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度 Michael 社長和登山主委 PP Steve，特
別幫我們安排花開得最美的合歡山東峰，不擅長戶
外活動的筆者帶著一顆忐忑的心出發，Spring 牽著
我的手，步步前行，走了 500 公尺後看到許多高山
杜鵑，大夥高興拍照，不亦樂乎，為了登頂卯足了
全力，看到合歡山東峰立柱標高 3,421 公尺，雖然
跟當年一樣最後一個登頂，但不敢相信我又達陣。
中午享用松雪樓自助餐，大家飢腸轆轆的用餐後，
拍攝團隊照後繼續攀登另一座百嶽「石門山」。經
過早上近 4 個小時的磨練，心想石門山號稱最簡單
的百嶽，我一定要使命必達，看著層層階梯，越了
這峰又望那峰，套句俗話，心裡真的是懷疑人生，
我為什麼出現在這裡？當我站上石門山
標高 3,237 公尺時，心想我再次成功挑
戰「自已」，謝謝伙伴們的扶持與包容
讓我達成此行的美夢。
回到來福居要下車時，腳真的不聽
使喚了，稍微梳洗過後大家一起用餐暢
談旅途中的種種，登山主委 PP Steve 請
大家暢飲啤酒，Michael 社長特別表示
入社 15 年來的第一次登高山，還一次
登兩座百嶽，多年後會記得當社長時的
榮耀。晚餐過後，大家驚喜萬分社友
Wire 賢伉儷意外來訪，相聚甚歡。
第三天前往埔里途中遠眺碧湖（奧萬大水庫）依依不捨的離開中央山脈群峰。參觀妮娜巧克力
夢想城堡可以瞭解巧克力製作過程，也可以玩換裝秀，在無法抗拒巧克力的誘惑下大家滿載而歸。午
餐享用「埔里四季蒸宴」，蒸籠料理道道鎖住食物原味，大快朵頤。午後至西湖渡假村，初訪此地五
月雪桐花紛飛，園區國王新衣童趣、恐龍園區，天然湖泊優美宜人。晚餐至竹北享用日式料理，PP
Cable 請大家喝梅子酒，同伴們分享登山經驗，為此活動劃下完美句點。
感謝 Michael 社長賢伉儷及登山主委 PP Steve 賢伉儷的伴手禮，秘書 Joy 賢伉儷一路上幫大家拍
照，各位社友的照顧，期待明年登山的活動精彩連連。
出席獲得友誼、出席收穫滿滿。

−−−−−−−−−−−−−−−−−−−−−−−−−−−−−−−−−−−−−−−−−−−−−−−−−−−−−−−−−−−−−−
3510 地區阿公店社
發起捐贈住警器 高雄市民安全每一天 陳漢嘉
本社社長陳漢嘉本著熱心公益、回饋鄉里，將大愛轉為實際力量，鑑於近年來住宅火警造成人
員傷亡案件，帶領全體社友慷慨解囊捐贈 500 只住宅用火災警報器（簡稱住警器）予高雄市政府消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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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6 月 14 日由消防局第五大隊邱榮振大隊長代表致贈頒發感謝狀。
高雄市推廣住警器已行之有年，近年來亦不乏許多成功逃生案例。近 3 年因住警器成功動作而減
少火警案件更累積數十件，邱榮振大隊長表示，消防局接受民間捐贈住警器，均妥善分配善心資源，
協助配發給本市獨居老人、殘障人士、低收入戶等弱勢民眾，希望民眾透過自主裝設住警器，建立
起「自己財產、自己保護」的正確防災觀念，提升民眾的居家安全與防災意識。希望民眾免受祝融災
難，也希望拋磚引玉，帶動各界響應支持。

內輪與永生花的邂逅

Water 社長夫人陳婕菱

本社內輪於 7 月 7 日首敲，下午 4 時至
6 時在小樽臻愛會館，特邀 Mia 老師團隊共
5 位，舉辦內輪永生花花藝製作。此次內輪
成員共 38 位參與，年齡層從 10 歲到 85 歲，
由此可見永生花的接受度是很寬廣的，今年
總共規劃 11 個活動，讓我們一起享受內輪
的聚會吧！
本次的主題是北歐麋鹿桌花，花藝工
具有剪刀、插花海綿、花藝鐵絲、花藝膠
帶，花材有苔蘚、永生花（3 朵）、安娜繡
球、瓜子花、小茉莉索拉花、風鈴花、尤加
利葉、卡司比亞、富貴葉、米香、不凋滿天
星、蓬萊松、金雀花、高山羊齒。關於不凋花，永生花的緣起於北歐，北歐的人們在漫長陰鬱寒冬，
對花朵有極度的需求，因此花的顏色可以給
人們一種生活的力量，並渴望延長擁有一朵
玫瑰的鮮紅炙熱，因此藉由不凋花特殊加工
技術來延續永恆的回憶。
永生花與乾燥花的差異
項目
顏色
質地觸感
保存期限
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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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生花
鮮豔色
水嫩
3 年∼ 5 年
高

乾燥花
枯黃色
硬脆
1 年∼ 2 年
中等

鮮花
鮮豔色
水嫩
一個禮拜
中低

為了此次永生花製作，每位夫人都裝扮的美美的，想跟花一較高下嗎？可以肯定的是人比花嬌，
因為全體內輪都有一顆善良愛人的心。大家享受在永生花的邂逅中，歡樂製作永生花，老師保留一些
空間讓我們自由發揮，當自己作品完成那一刻心中的喜悅是無可取代的 Only One，感謝全體內輪熱
情參與創造了歷史── 參加人數最多、年齡層相差最大，更期待下次 9 月 15 日總監公訪藝術美植袋
的約會。

−−−−−−−−−−−−−−−−−−−−−−−−−−−−−−−−−−−−−−−−−−−−−−−−−−−−−−−−−−−−−−
3510 地區高雄社 陳靜慧
授證 68 週年慶典暨第 68、69 屆社長及重要職員交接典禮記要
新冠肺炎疫情至今已兩年多，台灣疫情
控制得當，但不知為何總在每年 5 月左右疫
情又升溫。本屆 68 週年慶典前疫情又起，6
月份起改線上例會，但今年度 Ken 社長伉儷
非常盡心，在疫情肆虐中仍排除萬難帶領大
家做了許多有意義的社區服務，除了與姊妹
社聯誼外，也舉辦了溫馨歡樂的社內和內輪
會活動，帶給大家難忘的回憶，因此，線上
理事會中決議 6 月 16 日授證延至 6 月 30 日
年度最後一天舉辦畢業典禮，只有本社社友
及夫人一家人聚會同慶（大家開玩笑是捨命
相挺）。
此次為防疫安全考量，採梅花座（12 人大桌只排 6 位）及分菜套餐方式，讓大家安心聯誼。下
午 5 時半報到，因疫情影響好久不見的社友及夫人碰面分外開心，典禮前先播放五大服務成果影片，
6 時正式敲鐘，由 Ken 社長致歡迎詞，細數今年度完成的五大服務成果，感謝大家的支持，一起創造
了許多美好回憶。接著邀請第 1 分區助理總監也是本社前社
長 PP Charles 致詞，PP Charles 近來熱衷自行車健身，上週才
完成武嶺自行車賽挑戰，體力過人，是晚也是他任期的最後
一天，對 Ken 社長可圈可點的表現給予最大嘉許，也勉勵即
將接任的 Ortho 社當賢伉儷，大家相挺讓本社越來越好。
致詞後進行新舊任社長交接儀式，由 PP Charles 擔任監
交人，68、69 屆社長交棒傳承後，由社當 Ortho 致謝詞，閉
會敲鐘前進行糾察時間，Ken 社長特別捐出珍藏的好酒拍賣，
最後由 PP Leon 高價買下，全體社友也以滿堂紅 1,000 元祝賀
本社 68 週年生日快樂。敲鐘閉會後開始餐敘聯誼，Ken 社長
特別委由 PP Tapraulin 代購東港名產 Toro 為大家加菜，邊享
用美食邊欣賞新古典室內樂團帶來高水準的表演。
用餐中穿插進行內輪會會長交接儀式，由現任社長 Ken
夫人為新任社長 Ortho 夫人帶上肩章，接著由下任社長 Ort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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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幹部並為下屆秘書及糾察佩戴職務肩帶後，邀請全體前社長齊聚台上在生日快樂歌聲中合切 68
歲生日蛋糕。
典禮最後邀請全體社友及夫人一起上台為當晚的典禮留下珍貴難忘的大合照，接著欣賞第二階段
的節目表演，現場氣氛嗨到最高點。典禮結束後帶著 Ken 社長伉儷貼心準備的伴手禮，為溫馨又歡
樂的授證慶典劃下圓滿句點。

−−−−−−−−−−−−−−−−−−−−−−−−−−−−−−−−−−−−−−−−−−−−−−−−−−−−−−−−−−−−−−
3510 地區屏東社
第 67 屆感恩與回顧
扶輪人新、舊接棒感恩的季節到了，想必每位即
將卸任的社長心中總是百味雜陳，感慨的是時光的飛
逝、輕鬆的是肩上的責任終於要卸下了。
6 月 23 日，本社 Agent 社長舉行了感恩與回顧，
去年上任之初，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在 7 月 29 日
才第一次主持例會的他，又因為新冠疫情趨緊不得已
的情況下，休會了一個半月，實際主持例會，9 個半
月，更有社友戲謔，要他補齊呢！
本年度各項服務都按照預訂計畫順利地完成了，
除了固定的服務及與第 1 分區及兄弟社聯合服務外，
今年度比較特別的有（藝術表樂善、扶輪傳善心）畫
作義賣活動，我們將義賣款項捐給了孝愛仁愛之家暨腦麻協會以及屏東啟智教養院共計 515,000 元，
這項活動要特別感謝多位位社友的愛心認購畫作。當然也要特別感謝社友 Professor 協助參與，才能
有那麼好的展畫場地。
而在籌劃畫展的同時，經過 PP Gloves 的牽線，找到 B.J. 這麼優秀的社友加入本社的大家庭。另
外，B.J. 的作品（明華園總團表演「步月‧火燒」歌仔戲）亦獲得 17 位社友熱心贊助讓屏東縣鄉親
經歷了美好的藝術饗宴。
再來，我們以屏東縣立南州國中環保教育校園永續計
畫主辦第 1 分區地區獎助金，要特別感謝 PP Gary 與 PP
Miko 的指導協助方能順利完成。
在 社 友 聯 誼 這 部 分， 不 得 不 特 別 提 到 節 目 主 委
Mickey，相信大家都能看到他在所有晚會中的籌劃與付
出，從節目內容、道具製作、邀請表演者等等，不是對屏
東社有著特別的熱情，應該是做不到，值得讓大家為他
鼓掌。
Agent 社長在最後十分感性的謝謝所有前社長、社友暨
夫人們，讓他有機會享受生命中特別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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