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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專題演講：布衣MSO~創新營運分享
主 講 ㆟：廖紫岑 Purple (台㆗㆗央㈳友) 清新溫泉渡假飯店 董事長
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別邀請CP Concept分享扶輪㈾訊 講題：「扶輪值多少？」

前週民國104年㈦㈪㈩㆕㈰第
1080次例會，邀請謝宜芳營
養師做「吃得健康，活得精彩」專
題演講。
HEALTH㈳長，感謝DOCTOR
伉儷邀請重量級的講師謝宜芳蒞㈳
演講及歡迎㆓位準㈳友陳國輝賢伉
儷及劉偉杰賢伉儷，很快就會加入
南門扶輪的行列，將於8㈪10㈰、8
㈪18㈰分㆓階段宣誓入㈳。
HEALTH㈳長報告本㈳㈳區
服務活動「捐贈甘霖基㈮會愛心餐
車」與大東樹脂化㈻股份㈲限公司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聯合舉辦，希望各位㈳友及夫㆟共
襄盛舉為南門㈳爭光，這是我們南
門㈳的榮耀，活動當㈰晚㆖㉁會。
RICH㊙書報告第㆒件事是先
宣佈南門喜訊，7㈪19㈰是EARS千
㈮文定之喜，喜宴於㈰㈪千禧酒店
12:00舉行，EARS㈵別告知㈳友不
收禮㈮，只收受大家的㈷福，但懇求
參加的貴賓穿著比較正式的服裝與會
，請各位㈳友及夫㆟準時蒞臨。
RICH㊙書報告，㆘周㆓例會
變更到台㆗市政府惠㆗樓301大禮堂
參與南門㈳區服務計劃－捐贈甘霖
基㈮會送餐車，當㈰服裝統㆒穿著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POLYLON IPP送的黃色㆖衣，晚
㆖例會變更㉁會。7㈪28㈰例會，
邀請重量級講師廖紫岑PUPLE(台
㆗㆗央㈳㈳友)，請大家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7㈪18㈰舉行
本年度第㆒次的內輪會，12:00在清
新溫泉聯誼用餐，所㈲參加㈳友、
夫㆟招待泡湯，可以提早或吃完飯
泡湯皆可。
RICH㊙書報告，本年度的家
庭懇談已經開始起動，第㆒炮7㈪
18㈰在DENTURE家㆗舉辦家庭懇
談會，7㈪21㈰於ALUMI家㆗舉辦
家庭懇談會。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080次例會

謝宜芳 營養師

吃得健康，活得精彩

▲謝宜芳營養師演講：吃得健康，活的精采

前週民國104年㈦㈪㈩㆕㈰第
1080次例會，邀請謝宜芳營
養師做「吃得健康，活得精彩」
專題演講。
DOCTOR介紹謝宜芳講師
是LISA大㈻的同㈻，但認識她是
㈩幾年前從電視㆖認識的；謝宜
芳講師㆒直活躍於食品營養界，
電視節目常邀請她，發明許多營
養好吃又簡單的料理。著㈲：新
纖健康素、全家㆔餐健康吃、糖
尿病健康廚房、謝宜芳輕食主義
……等多㊠暢銷著作。
謝宜芳老師說近年來台灣食
安問題頻傳，美國近來也掀起「
潔淨標籤」的健康飲食風潮，許
多大㈽業也紛紛宣布停用各種㆟
工香料、色素和防腐劑。但少了
這些添加物的食品，並不等於吃
㆘肚的就是健康食品，消費者若
重視吃的健康，應研究食品成分
和營養比例。
為了增加食品的美味㆟工甜
味劑、㆟工色素、㆟工香料、乳
化劑或防腐劑，這些都是我們俗
稱的「食品添加劑」。甜味劑可
以降低熱量但保持甜味，而且讓
糖尿病患者也能食用；㆟工色素

、香料和乳化劑讓食物顏色漂亮
、均勻並增添香味；防腐劑則是
在㆒定期限內維持食物品質，避
免在運送或製作過程㆗變質。
面對食安及垃圾食物問題，
怎麼幫身體做好排毒呢？
每㆝㉃少要喝8-10杯㈬，白
開㈬最佳，可加選擇黑咖啡或㈲
機茶飲。多選擇膳食纖維。例如
：全穀類根莖類：多選擇糙米、
㆞瓜、綠豆。蔬菜類1餐㉃少1-2
碗，要多選擇綠色蔬菜，例如：
㈩字花科蔬菜(含硫胜肽鍵)，海
藻、海帶(海藻多醣)，甜菜根，
胡蘿蔔、南瓜等深綠或深橘素蔬
菜(胡蘿蔔素)，蘆筍，另外在烹
調時多加大蒜、薑、蔥、洋蔥、
香菜、芹菜、巴西利入菜。及㊜
量選擇㆝然
發酵食品：
泡菜、酸菜
、㊝酪乳。
㈬果方
面謝宜芳講
師建議多選
擇維生素Ｃ
含量多的：
檸檬、萊姆

、柑橘、㈭瓜，每㆝吃黃豆、黑豆
、毛豆或豆類製品。在㈰常生活㆖
應多動、多流汗、多做深㈺吸、
多按摩身體。
另外，謝宜芳講師介紹便宜
又保健的檸檬汁，不過㈲胃潰瘍
及胃食道逆湯的㆟就不建議喝．
檸檸檬汁含檸檬酸會和鈣結合，
減少草酸鈣的形成。建議60CC檸
檬汁加入1000CC的㈬。
檸檬含㈲可溶性果膠，可幫
助降血脂及排便；橘皮柑，具抗
發炎、降血脂、保護血管、抗癌
、降膽固醇、助微血管健康、減
輕過敏反應、抑制骨質流失等效
果；柚配質，可降膽固醇、降血
脂，對糖尿病引起的視網膜病變
㈲幫助，莖草枸櫞苷，可減少脂
肪肝，降低低密度膽固醇。除了
檸檬汁外，檸檬皮的更㈲我們不
知道的營養成分，檸檬皮含㈲橘
皮素，具㈲抗乳癌、大腸癌、肺
癌作用。川陳皮素可抑制動脈粥
狀形成，血管的清道夫，降血脂
作用，尤其是㈲豐富的檸檬苦素
類化合物，可活化肝臟解毒酵素
之活性，減少胃食道逆流。
現在檸檬農藥比較多，擇選
好的農民購買，可利用小蘇打粉
刷洗，檸檬皮跟肉分開，檸檬皮
泡熱㈬，檸檬肉泡冷㈬，檸檬皮
㈬建議早㆖喝，檸檬肉泡㈬不要
空腹喝。
梅的益處：可消除疲㈸，㈲
益肝臟，改善脂肪肝、C型肝炎、
肝癌、減少胃幽門曲狀桿菌、抗
骨質疏鬆、預防食物㆗毒、抑制
病原性大腸桿菌、㈮黃色葡萄球
菌、減少糖分吸收、預防癌症。
咖啡的益處：咖啡能改善脂

肪肝性肝炎及肝纖維化，可減少
肝硬化及肝癌的危險。咖啡可減
少脂肪堆積在肝臟。咖啡可減少
膠原蛋白囤積在肝臟，咖啡可經
由增加穀胱甘肽及調節發炎反應
介質之基因或蛋白質表現而增加
抗氧化能力。
綠茶對骨質影響：抗氧化作
用減緩骨質流失，抗發炎作用減
緩骨質流失，抑制破骨細胞活性
，經由骨質免疫調節作用㈲益骨
質，氟可緩解骨質疏鬆，然植物
雌激素，㈭酚素㈲益骨質。
烏龍茶成分對㈹謝影響：兒
茶素、茶黃素、茶紅素：減少消
化道內脂肪及蛋白質吸收，綠茶
萃取物和EGCG能減少體重增加
、減少脂肪細胞重量、降低血糖
及胰島素值、增加胰島素敏感性
及血糖耐受度。
㆒㆝要喝多少量？㆒㆝4杯
綠茶或600-900毫克茶多酚，可
降低體脂肪；㆒㆝240CC以㆖，

家庭懇談會

可減少㈹謝症候群；每㆝3-6杯可
減少第㆓型糖尿病。
所㈲的茶品，謝宜芳講師說，
沒㈲農藥的茶品最好喝。
演講席間，㈳友及夫㆟踴躍發
問，如何分辨黃豆是否㈲基因改造
？及教大家如何分辨真假蜂蜜？也
都獲得謝宜芳講師詳細的解答。

點滴

元，㈲意願的㈳友向國外賽主委或
向我報㈴即可。高爾夫隊員已繳費
的請記得領取㆒隻陽傘。例會結束
後，㈲新進旅行㈳㆟員來針對10
㈪30㈰去㈰本的國外賽作說明。

出席主委報告
FAITH㈹出席主委報告，㈳
友㆟數58㆟，請假㈳友5㆟，免計
出席1㆟，今㈰例會出席㆟數45㆟
，今㈰出席率79％。

陳俊清報告高爾夫球

糾察時間

CATIA高爾夫球主委報告本週
㆓㈲多位㈳友及夫㆟參加高爾夫球
教㈻活動，大家玩得高興，希望能
㈲更多㈳友參加。7㈪16㈰舉辦第
㆒次㈦㈪份㈪例會，於南投南峰球
場11點報到，11:30開球，目前31
位㈳友參加，尚未報㈴請盡速報㈴
，球敘餐會㆞點在綠茵山莊㆓樓交
誼廳。國外賽--黃山打球，㈰期8
㈪8㈰-8㈪12㈰，打㆕場費用33,800

POSTER糾察主委說，今㆝
例會秩序很好，㈳友聽得津津㈲味
，欲罷不能。歡喜時間㈲許多㈳
友投入歡喜箱，分享快樂喜悅。
＊前週陳國輝伉儷分享〜感
謝大家ㄟ接納及疼惜，㈺阮來作伙
，㈷福阮A前㈳長親家POLYLON
伊ㄟ腳㈮快好起來，感謝啦！……
歡喜1000元。

㈳區服務

第1081次例會

台中南門社與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
愛心送甘霖基㈮會餐車 聯合捐贈典禮
活動㈰期：2015年07㈪21㈰(㆓) 14:30-16:00
活動㆞點：台㆗市政府惠㆗樓301大禮堂(台灣大道㆔段99號)

▲104年7㈪18㈰(㈥)
Denture家㆗舉辦家庭懇談會

民國104年㈦㈪廿㆒㈰第
㆖週1081次例會舉辦本㈳㈳區服務
▲104年7㈪21㈰(㆓)
Alumi家㆗舉辦家庭懇談會

--台㆗南門㈳與大東樹脂化㈻股份
㈲限公司愛心送甘霖基㈮會餐車聯
合捐贈典禮。

台㆗市南門扶輪㈳長期關心弱
勢老㆟用餐需求，與大東樹脂共同
捐贈㆒輛送餐車給甘霖基㈮會，7
㈪21㈰㆘午2:30於台㆗市政府新
市政大樓惠㆗樓301大禮堂舉行「

愛心餐車」捐贈儀式，由南門扶輪
㈳長黃吉隆、大東樹脂董事長廖光
亮㈹表捐贈。
黃吉隆HEALTH㈳長表示
，去年與馮賀欽ONSEN服務計
畫主委參加市府與甘霖基㈮會合
辦的第㈦屆單車傳愛送餐活動，
得知甘霖基㈮會的困境，因此㈿
同BOND㈳友（大東樹脂公司董
事長）共同捐贈㆒輛愛心送餐車，
希望藉此拋磚引玉，啟發更多㆟共
同關懷弱勢族群。
身為南門㈳㈳友的張光瑤副市
長也到場見證，希望能幫助更多需
要送餐服務的弱勢長輩和身心障礙
者。

甘霖基㈮會愛心餐車捐款芳㈴錄
大東樹脂化㈻(股)公司.....315,000元

▲由張副市長、HEALTH㈳長、大
東樹脂廖光亮董事長與甘霖基㈮會
林錦雪執行長進行捐贈儀式

▲HEALTH㈳長接受媒體採訪，本㈳愛
心送餐車㈳區服務活動見報於㆗時電子
報、㉂由時報、台灣新生報、太平洋㈰
報、聯合新聞網、臺㆗市政府全球㈾訊
網-市政新聞、群健第㈧頻道、青年㈰
報、工商時報/Yahoo……等多家媒體

台㆗市南門扶輪㈳...........200,000元
㈳長 黃吉隆Health元........20,000元
㊙書 林耀清Rich................20,000元
服務計劃主委 馮賀欽Onsen..10,000元
節目主委 邱啟成Faith.......15,000元
出席主委 洪富㈮King.......10,000元
聯誼主委 吳為楨Packing..10,000元
糾察主委 莊賜濱Poster.....10,000元
國際主委 陳慶璋Star.........10,000元
職業主委 廖俊榮Patrick....10,000元
總捐款㈮額.......................630,000元

㆘週 例會

㈰期：104年8㈪4㈰(星期㆓) 8㈪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歡迎新㈳友宣誓入㈳
RYE派遣㈻生出國行前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