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禮儀演講內容國際禮儀演講內容國際禮儀演講內容國際禮儀演講內容重點整理重點整理重點整理重點整理：：：：    

� 國際禮儀的考量：安全、尊嚴、適當、舒適、尊右原則（但國旗與
主權為尊）。 

� 餐會要吃得營養也要有教養。 
� 主人要儘量尊重客人，不要太過熱情（避免強迫喝酒）。 
� 沒有常常接觸的邀請客人要事先瞭解宗教背景、健康等因素。 
� 席次安排，有個原則～安全：主人坐在最不安全的位置；主客坐在
最安全的位置。尊右原則：主人的右邊為次賓，接著主賓右邊。 

� 男女主人一起，男主人靠門口，通常西方座位安排通常男女分坐。 
� 在台灣就算高級的餐廳常忽略水杯的擺設。 
� 餐巾通常放在中間或左邊。 
� 西方人對酒類分的非常細：餐前酒（開胃功能，比較清淡）、佐餐
酒（酒精度濃度不太高且不太甜，會讓味覺特別美好）、餐後酒（幫

助消化）。 
� 開胃酒包括香檳、酒精度比較低的白酒，通常會冰一下，但不需放
冰塊。 

� 佐餐酒（酒精濃度約 14度）：紅酒（通常配紅肉）與白酒（通常配
白肉），但不要死守原則，因以客為尊。紅酒最好喝的溫度是 18
度，冬天不需要冰。紅酒需要醒酒，是針對老的紅酒，10年左右需
醒酒 15分鐘以上，時代愈久需要醒得愈久。紅酒醒酒有助於柔化單
寧酸。紹興酒可以當作佐餐酒。 

� 餐後酒包括威士忌、利口酒、雪利酒、奶酒、白蘭地、高梁等。白
蘭地通常不加冰。 

� 除非很熟請不要提前到，準時赴約或遲 10分鐘左右是合理。 
� 禮多人不怪，帶點扮手禮（100美金的禮品已算很隆重）。 
� 宴會中避免搶主人風彩。 
� 飲酒要節制，不要醉臥當場。 
� 西方禮儀第一次敬酒後，主人與客人喝，接著自己喝自己，不
可以乾杯。 

� 西式宴會是在西點前或水果前致辭。 

  

外交部東部辦事處陳忠處長分享”

國際禮儀” 

致贈專題演講人感謝狀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江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 
黃安宏、吳國璽 
汪稚洋、余國基 
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 
吳忠友 

 
 

社  長：江躍辰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戴延宗 
秘  書：陳勉志 
財 務 長：黃安宏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兄弟主委：劉悟民 
膳食主委：許振堂 
節目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李經商 
公共形象 
主  委 ：吳開陽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黃仁宏 
服務計畫 
主     委 ：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行政管理 
主      委 ：戴延宗 

 
例會時間：每週一 

              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通 訊 處：花蓮市商校街2 

          號9樓之6 

電    話：03-8322086 

傳    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第第第第1868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次例會程序 

1.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6:20-7:05）））） 
A. 6:20-7:00 餐飲時間餐飲時間餐飲時間餐飲時間、、、、歌曲練唱歌曲練唱歌曲練唱歌曲練唱 
B. 7:00-7:02 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宣讀四大考驗 
C. 7:02-7:05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主委聯誼主委聯誼主委聯誼主委Sun 

2. 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扶輪知識時間（（（（7:05-7:10）－）－）－）－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扶輪知識主委PP Ivan 
3. 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社長時間（（（（7:10-7:20）－）－）－）－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由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Mark 
B. 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社長報告- Elephant 
C.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4. 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社友時間 
5.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7:0-7:50）－）－）－）－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節目主委Noodles  
～～～～扶輪獎學金碩士班得主盧俊翰、連珮芸同學報告 

1. 攝繪事作－盧俊翰藝術創作與論述 

2. 藝術與現代時裝趨勢之研究 

6.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7:50-7:53）－）－）－）－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出席主委Paint 
7.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7:53-8:00）－）－）－）－糾察主委糾察主委糾察主委糾察主委PP Six 
8. 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社長鳴鐘散會 

 

第第第第 1867 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聯誼時間：：：：Sun 

 PP Ivan率花蓮地區扶輪隊出國打球，歡迎平安歸國。 
 Hollywood的至善天下已全部完工，祝房子全部銷售一空。 
 PP Toein的公司買輪胎送福袋活動，過年將到請各位社友注
意安全，先至 PP Toein檢修輪胎。 

 恭禧 Eagle明天結婚 2週年，也將生貴子，今年一定會旺旺
旺，祝福他們永浴愛河。 

 1月 19日扶輪幸福米收割活動，請各位社友帶著小扶輪一起
來參與，除了體驗收割外，社長也準備豐盛的農村料理。 

 恭禧本社榮獲中華扶輪 500萬功勞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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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秘書報告：：：：Mark 

 轉寄總會來函-敬邀各位扶輪社友共

襄盛參加長天傳播製作「台灣人在滿

洲國」首映記者會，報名截止日至

2013 年 1 月 25 日。首映記者會日期：

2013 年 2 月 26 日下午 2:00；地點：

大稻桯戲苑。 
 第 2013003 號函～函送本地區舉辦

「2013-14 年度獎助金管理研討

會」，時間:2013 年 2 月 2 日(六)上午

10:00 報到、10:30 開會；地點: 天成

飯店，應參加人員為本年度社長當選

人，敬請於 1 月 18 日前報名，註冊

費每社 1,000 元。 
 花蓮華東扶輪社新社友 T-Shirt 的祖

母仙逝，告別式訂於 102 年 1 月 18
日上午 8:20，喪宅:花蓮市富裕二街

139 號。 
 蘇澳社寄來賀卡，祝福各位社友＂恭

賀新年 吉祥如意＂！ 
 2 月 15-19 日濟州社 50 週年慶，敬邀

各位社友及夫人一同參加。 
 1 月 19 日於花蓮農校舉行收割體驗

活動，活動精彩，歡迎社友及小扶輪

一起來參加。 
 1 月 20 日下午 2:00 將於乙皮畫廊舉

行扶輪有愛 幸福花開繪畫比賽頒

獎典禮。 
 1 月 26-27 日將於明義國小書法教室

舉辦小扶輪＂春節喜氣雙滿堂＂寫

春聯活動，請對寫書法有興趣小扶輪

踴躍報名參加，並請自備書法用具。 

社長社長社長社長報告報告報告報告：：：：Elephant 

 歡迎陳處長蒞臨，為我們帶來精彩的

國際禮儀。 
 新的一年開始，一切朝氣蓬勃，去年

向花蓮高農承租農地，並於 9 月１日

插下秧苗，1 月 19 日終於可以收割，

邀請大家一起來感受農村的生活，相

信當天的安排，大家一定可以滿載而

歸。並感謝 PP Camera 的協助安排專

業攝影師為各位攝影，並將製成年曆

送給各位，請各位社友及夫人一定要

參加。                                 
 1 月 20 日下午 2:00 將舉行扶輪盃繪

畫比賽頒獎典禮，歡迎各位社友及夫

人有空一同來參與。 
 感謝扶輪基金主委 PP Telephone 的推

動，讓本社今年榮獲 500萬功勞社，

在 3490 地區名列前茅。也感謝各位社

友的支持，尤其是 PP Bernard 去年榮

獲蕭副總監頒獎，今年我們的 DG 
Young也獲得此殊榮。 

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各委員會報告：：：：    

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服務計畫主委主委主委主委：：：：PP Toein 
 1月 19日的幸福米活動邀請各位社友

及夫人準時參加。 
 原訂 1 月 20 日舉辦之釣魚比賽，因東

防波堤整修所以延期，若 3 月份無法

舉辦，希望經費挪為其他的服務活動。 

社友社友社友社友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Hollywood：：：： 
 為什麼要我兒子加入港區社，因為有

PP Bernard 為榜樣，我也觀察港區社

很久了，覺得港區社是很優秀的社團。 
 感謝 PP Bernard、PP Ivan 及 Young
總監及社友出錢、出力及贈花籃祝賀

榮任公益聯盟理事長。 

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節目時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George 

～～～～國際禮儀國際禮儀國際禮儀國際禮儀～～～～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外交部東部辦事處外交部東部辦事處外交部東部辦事處外交部東部辦事處    陳忠處長陳忠處長陳忠處長陳忠處長 
很榮幸與大家齊聚一堂，分享國際禮儀

經驗，不管東方或西方社會都很注重禮

儀，國際禮儀很廣泛（包括食、衣、住、

行、育、樂），但西方攻堅，以英語系

為主，歐洲國家為輔的禮儀變為國際禮

儀，研討國際禮儀不要忘了入境隨俗，

我流浪世界各地，也在英國住了 1 年，

知道維多利亞時代對世界影響很大。 

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出席報告：：：：Paint   

社員人數 50 人  

免計出席 3 人 
Morinaga、Hegar、
EN 

出席人數 36 人  

補出席 5 人 
Camera、Six、
Jason、Mark、Civil 

缺席人數 6 人 

Luke、Kuo chi、
Sky、Hotel、Ming、
Rice（記得補出席

哦！） 
出席率 87.2％ 

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歡喜時間：：：：代理代理代理代理 PP Leo      

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紅箱收入$33,800 元元元元  
備註： 

 DG Young$5,000 元；Hollywood$3,000
元。 

 統一歡喜：社長$1,500 元 ；副社長

$1,000 元；秘書$800 元；出席及未出

席社友$500 元。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7 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地區扶輪社及社員人數 

統計資料至 2012 年 10 月底 
地區 社數 社員人數 
3460 93 3,963 
3470 55 1,750 
3480 101 3,692 

3490 71 2,752 
3500 99 3,554 
3510 71 2,327 
3520 110 4,503 
總計總計總計總計 600 22,541 

～～～～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活動翦影～～～～ 

 
歡迎我們親愛的 DG Young 參與例會 

 
總監為新生力軍佩戴扶輪徽章 

 
歡迎生力軍 Chili 

 

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輕鬆一下～～～～該你發球該你發球該你發球該你發球 

一位年邁但仍然精力旺盛的高爾夫愛好

者前去找巫師，詢問天堂上是否有高爾

夫球場。 
巫師查了半天，終於開口說：「我得到

的既有好消息又有壞消息。」 
老人說：「先告訴我好消息吧。」 
巫師說：「天堂上有很寬闊的高爾夫球

場。」 
老人接問：「現在告訴我壞消息吧。」 
巫師說：「下星期日上午十點就該你發

球了！」 



 
扶福米-收割體驗活動剪報 

 

 
扶輪有愛 幸福花開繪畫比賽頒獎典禮剪報 

 

    

 

 

 

 

 

 

 

 

 

 

 

 

 

 

 

 

 

 

 

 

 

 

 
 
 
 
 
 
 
 

 
 花蓮港區扶輪社 
  2012-2013年度 

理事會名錄 
江躍辰、戴延宗 
陳勉志、陳慶木 
林聖元、吳開陽 
黃安宏、吳國璽 
汪稚洋、余國基 
李經商、林有志 
鄭宗治、孟憲法 
吳忠友 
 
 
社  長：江躍辰 
社長當選人 
副 社  長：戴延宗 
秘  書：陳勉志 
財 務 長：黃安宏 
糾察主委：陳慶木 
出席主委：黃建華 
兄弟主委：劉悟民 
膳食主委：許振堂 
節目主委：鄭宗治 
社刊主委：陳勉志 
聯誼主委：李經商 
公共形象 
主  委 ：吳開陽 
扶輪基金 
會 主 委 ：黃仁宏 
服務計畫 
主     委：林聖元 
社員主委：林有志 
行政管理 
主      委：戴延宗 
 
例會時間：每週一 
          下午6:30 
例會地點：藍天麗池飯店 
通訊處：花蓮市商校街 
          2號9樓之6 
電話：03-8322086 
傳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辛勞播種辛勞播種辛勞播種辛勞播種    歡喜收割歡喜收割歡喜收割歡喜收割」」」」    

－－－－花蓮港區扶輪社花蓮港區扶輪社花蓮港區扶輪社花蓮港區扶輪社＂＂＂＂幸福幸福幸福幸福米米米米－－－－收割體驗活動收割體驗活動收割體驗活動收割體驗活動            

在冬季連數日的寒風細雨過後，一月十九日這一天太陽公公起

個大早，溫暖了花蓮高農實習農場的每一吋土地和每一個人，在花

蓮高農農場經營科老師們和扶少團同學的協助下，港區社社友、夫

人及小扶輪和社福機構的小朋友們，高興的一起走下田埂，將黃澄

澄豐滿的稻子，一束束收割起來，放到打榖機內將稻粒與稻梗分

開，望著 1500 公斤的稻米，大家都露出豐收的喜悅。 
社長江躍辰表示，農村體驗活動能讓每位社友、夫人走出戶

外，在一片綠油油農場中，親自體驗農民辛苦的插秧、除草、收割

及打榖，一直到脫殼成米，是非常有意的一件事，而且更能產生惜

福感恩的心，來自黎明教養院、畢士大教養院、禪光育幼及美主教

善牧兒童之家的小朋友們，不但在稻田中快

樂的享受收割的快樂，在中午豐盛的農家餐

後，分成二組，一組做草仔粿；另一組則是

鳳梨酥，雖然七手八腳有些混亂，但大家都

充份享受到製作過程的樂趣，當然自己手做

的永遠是最好吃的，在花藝教室裡，社友夫

人們在園藝科馬主任帶領下，插出一盆盆富

貴吉祥開運花，將在新的一年帶給每位社友

無限的好運和財富。 
本次活動中同時頒發扶輪優秀獎學金，共有十位同學獲獎，教

育處陳玉明處長除了讚揚本社在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 500萬功勞社

的成就外，更感佩今年開始推動技職教育這塊優秀同學的贊助，希

望得獎學生能努力求學，並學習扶輪服務的精神，將來一樣來幫助

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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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體驗農村體驗農村體驗農村體驗----收割活動翦影收割活動翦影收割活動翦影收割活動翦影～～～～    

    
社長致辭 

    
贈弱勢單位幸福米儀式 

    
禪光育幼院致贈感謝狀 

    
與教育處長及二分區助理總監合影 

    
體驗收割樂 

    
合影 

    
小扶輪體驗鳳梨酥製作 

 
最具天份的 3 位社友參與插花 

 
夫人們插花體驗↓↑ 

  

 
恭禧 Eagle 夫人獲得老師插的特別獎 

 
全體社友夫人與聚財富貴開運花合影 

～～～～扶輪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扶輪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扶輪繪畫比賽頒獎典禮扶輪繪畫比賽頒獎典禮翦影翦影翦影翦影～～～～    

    
高中組 

    
國中組 

    
國小組↑ 與國小組第一名得主與家長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