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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用，誠摯邀請夫㆟參加。㆞點

在Casa~櫻花廚藝生活館松竹旗

艦店。 

Rich㊙書報告，5㈪31㈰例

會節目是職業表揚，6㈪7㈰例會

舉行慶生會，正式例會只剩㆓次

，請大家踴躍出席。

2015-16年度家庭懇談會在5

㈪22㈰就可以完成，達成率100

％，感謝各位㈳友及夫㆟的支持

。等等例會之後由Disk做STAR

會議，主題是「研討D3460最後

㆒次㆞區年會」，請㈳友務必留

步聆聽。

第1124次例會原民國105年5

㈪17㈰變更㉃5㈪14-18㈰參

加雙子㈳－㈰本大阪大東㆗央扶

㈳授證慶典，5㈪17㈰例會㉁會

㆚次。

第1125次例會原民國105年5

㈪24㈰變更㉃5㈪20㈰參加

㈮蘭㈳-新店碧潭㈳授證慶典，5

㈪21㈰友好㈳-台北南門㈳授證慶

典，5㈪24㈰例會㉁會㆚次。

今㆝第1126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㈤㈪卅㆒㈰【第廿㆒卷．第㆔㈩㆓期】

第1123次例會民國105年5㈪10

㈰，邀請趙紹清Surgeon準

㈳友做「漫談現㈹㆟脊椎疾病治療

最近趨勢」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敬愛的㈳

友、美麗的夫㆟、講師同時也是準

㈳友趙紹清Surgeon及見習㈳友柯

富揚㊩師，感謝大家熱誠的參與。

㈳務行進到年度尾端，當㆒㆝

和尚也是要敲㆒㆝鐘，到最後關頭

更是要盡責與謹慎，希望南門㈳的

㈳務昌隆，每位㈳友身體健康，萬

事如意，等等由趙㊩師Surgeon帶

來與我們切身㈲關的脊椎方面治療

的最新趨勢與大家㆒起來探討。

Rich林耀清㊙書報告，㆘星期

㆓例會變更到5㈪14-18㈰參加㈰

本大阪大東㆗央㈳授證慶典。

Rich㊙書報告，5㈪20-21㈰

北㆖參加台北南門㈳及新店碧潭㈳

授證，當㆝分為兩團，旅遊團㈲22

㆟，另㆒團是打高爾夫球㈲27㆟，

還㈲兩位只參加碧潭㈳授證不旅遊

不打球，總共51㆟。集合㆞點早㆖

7:10於長安桂冠集合、㆖午7:30大

東樹脂集合。

5㈪28㈰舉辦內輪活動，時

間㆘午2點-5點，活動內容：變身

義大利俏廚娘。Casa及采瑜非常

用心準備精緻的料理給夫㆟們享

職  業  表  揚節目
例會後召開16-17年度籌備會，敬請16-17年度理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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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談現㈹㆟

脊椎疾病治療最新趨勢

第1123次例會民國105年5㈪

10㈰，邀請趙紹清Surgeon

準㈳友做「漫談現㈹㆟脊椎疾病

治療最近趨勢」專題演講。

Sugar介紹趙紹清Surgeon

講師說道，㈲㆒次我帶岳母到

㊩院找Surgeon看脊椎，看到彰

化㊩院的其他門診沒㈲很多㆟，

但Surgeon的門診卻掛了78位患

者，看到晚㆖㈥、㈦點還在看，

可見Surgeon在彰化㊩院是炙手可

熱的專業㊩生，之前在榮總就是

神經外科的專科㊩師，彰化㊩院

㈵別重㈮禮聘為神經外科主任，

同時兼任彰化署立㊩院外科部的

部長，真的是年輕㈲為，非常厲

害，令㆟敬佩。

主講㆟：趙紹清 ㊩師

趙紹清㊩師說，因緣際會來

到南門㈳，在來之前我是先加入

南門㈳的㉂行車隊，在㉂行車隊

看到非常正向的力量及很多感㆟

的精神，即將成為南門㈳的㈳友

，還聽說是最年輕的，但是我想

說的是，即時是最年輕的㈳友，

也不見得㈲最健康的脊椎，脊椎

不見得跟年齡㈲相關。

▲準㈳友趙紹清Surgeon做「漫談現㈹㆟脊椎疾病治療最新趨勢演講」

參加南門㈳㉂行車隊

我每㆝看病㆟，㈲的㈥、

㈦㈩歲，但骨頭很好，也㈲的㆓

、㆔㈩歲，每㆝搬重物，但看起

就像㈥、㈦㈩歲的老頭，所以說

㆟的演化其實是㆒個過程…現在

的㆟都吃的太過營養，過重其實

對我們的脊椎都是㆒個負擔，所

以簡單的說，你怎麼對待你的脊

椎，脊椎就會怎樣的對待你……

所以我們必須要㈲正確的姿勢。

我是㆒個外科㊩師，今㆝不

是教大家怎麼保養脊椎，而是要

簡單介紹怎樣去開刀的部份。

正確的姿勢、負責任的態度

，最重要的是骨肉不分離，大部

份的坐姿，肌肉對你的骨頭不負

責，你的骨頭就會慢慢的退化，

但是你對它負責，你的肌肉就會

酸痛，但是這種酸痛是好的，它

會讓你的肌肉更強壯，保護你的

脊椎骨不要受傷。

造成脊椎疾病的原因，㆒個

是退化，30歲以後椎間盤彈性減

少，功能較差。

㆒個是外力傷害：摔倒、撞

擊。疾病：骨質疏鬆、感染、腫

瘤等。肥胖：體重過重，腰椎承

受壓力過大。長期姿勢不當：如

經常彎腰工作者。畸型：脊柱側

彎、駝背、雞胸等。不良習慣影

響：抽煙、喝酒，都會影響我們

的血液循環及骨頭的㈹謝，都可

能會造成我們骨頭的退化。

㆒般的背痛是㆒種徵兆，這

個徵兆告訴我們什麼是好什麼是

不好的，我們的骨頭㈲軟骨、㈲

韌帶還㈲神經，但是大部分的背

痛，痛的受不了，㈲的是工作太

累，㊜當的㉁息就會改善，大部

分的㆟在㈥個㈪30%會復發，㆒

年內40%會復發，所以我們要建

立㆒個正常的態度來對待妳的脊

椎骨。

事實㆖㈲很多方式，例如：

㊜當的運動、睡眠、㉁息及㊜當

的彎腰伸展運動，讓關節可以獲

得伸展，你的肌肉痠痛就能獲得

改善。

像是做㆒些肌肉訓練運動後



㈰期：105年5㈪10㈰

宋明吉Disk PP分享：

STAR會議

「研討D3460最後㆒屆㆞區年會」

的肌肉酸痛，就是好的疼痛，不

好的疼痛像是腳痛比較嚴重，就

是我們俗稱的坐骨神經痛，通常

是軟骨㈲問題或是骨頭滑脫、骨

折或是壓迫到神經……。㆒般坐

骨神經痛90%的㆟會㉂己好，只

是可能㆘次會再復發，當復發的

時間愈來愈近的時候，就是要來

找我的時候……。所以說㈰常的

運動是很重要，是可以預防的，

像是騎腳踏車運動，要騎行之前

的熱身也是相當重要的。

常見脊椎病變㈲：椎間盤突

出症、脊椎腔狹窄症(退化性)、

脊椎滑脫症(退化性)、椎弓斷裂

，㈲或無脊椎滑脫、脊柱側彎症

、脊椎骨折(不穩定性)、脊椎腫

瘤併㈲或無脊髓神經壓迫、脊椎

骨髓炎併㈲或無脊髓神經壓迫

哪些脊椎病變可能造成之症

狀，需即刻解除，像是：坐骨神

經痛、長期腰背疼痛、神經性間

歇跛行症、肌肉萎縮、感覺異常

、㆘肢無力、大小便障礙或失禁

、漸行性神經損傷障礙、㆘肢癱

瘓。

腰椎手術：神經根高頻熱凝

電熱手術、椎間盤內高頻熱凝電

熱成形手術、內視鏡椎間盤切除

手術、活動式脊突間彈簧片置入

手術、活動式鋼釘固定手術、鋼

釘固定融合手術 (傳統式、微創

式)、骨㈬泥成形手術。

頸椎手術：前行椎間盤切除

合併融合手術、前行椎間盤切除

合併㆟工椎間盤置入手術、後行

椎板切除合併鋼釘固定手術

隨著科技的進步，各種內視

鏡、光㈻、㊩療器械的逐步微小

化。而逐漸的應用㆖述的技術於

臨床㊩㈻方面，微創手術的目的

是運用新的精密器械，以極小的

傷口仍能達到傳統手術的㈬準與

品質，減小傷口的大小，可以降

低病㆟的疼痛，並加速術後傷口

的復原，目前已逐漸廣泛推廣㉃

各㊩療部門。

目前提倡㆟工關節微創手術

。以較小的傷口，植入㆟工關節

，以降低病㆟手術後的不㊜，是

值得鼓勵與努力的方向。

任何新穎的㊩療手法都須經

㊩師專業的判斷，依每位病㆟的

情況，選擇最好的方式，才能讓

病㆟得到最佳的獲益。

國際主委陳慶璋報告

STAR主委報告，大家引頸

㈽盼的㈰本行〜大阪大東㆗央扶

輪㈳授證慶典，㈰期：5㈪14㈰

-18㈰共20位㆟員參加，4:30分於

長安桂冠集合。

登山隊隊長林㆛申報告

Kenchiku報告登山活動，端

午節㆕㆝連假，利用星期㈥、㈰

安排新竹觀霧，飯店只㈲㈩個房

間，㈲興趣的㈳友請盡快報㈴。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友總㆟數63位，請假3位，出
席㆟數38㆟，出席率63%。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 t e r糾察報告，準㈳友

柯富揚㊩師歡喜500元，準㈳

友Surgeon演講回捐2000元。

今㆝演講相當精彩，Surgeon

在演講㆗不忘將㉂行車隊置入性

行銷，真是太厲害了。

點滴



第1124次例會                 　　　       

參加雙子㈳－

㈰本大阪大東㆗央扶㈳授證慶典

105年5㈪14-18㈰

第1125次例會             105年5㈪20-21㈰

參加
㈮蘭㈳-新店碧潭㈳

授證慶典
　　友好㈳-台北南門㈳



參 加 ㈮ 蘭 ㈳ ． 友 好 ㈳ 授 證 慶 典 暨 悠 閒 ㆓ ㈰ 遊



變 身 義 大 利 俏 廚 娘
演講者：J-Ping主廚李凱榮與團隊

地點：Casa~櫻花廚藝生活館松竹旗艦店(台中北屯區松竹路一段763號)

㈤ ㈪ 份 內 輪 活 動  
105年5月28日



　　　

2015~16年度５㈪份理事會家庭懇談會〜

▲4/2(㈥)晚㆖唐瑋勗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邱啟成

伉儷、何志修伉儷、林永成伉儷)

時　間：㆗華民國105年5㈪3㈰（星期㆓）㆘午8:20

㆞　點：長榮桂冠酒店3樓

主　席：黃吉隆

出　席：李祐助、林耀清、陳潤松、賴文瑞、馮賀欽

　　　　朱福民、莊賜濱、邱啟成、吳為楨、劉銖淇

列　席：廖俊榮、林㆛申、陳俊清、張福琳、廖光亮

　　　　林㆛申、林永成

議  題：

㆒、4㈪份㈶務報表報告。

　說明：請 ㈶務C.P.A報告。(請參閱附件1)。

　決議：通過5㈪份㈶報。

㆓、6㈪28㈰(㆓)交接典禮籌備事宜。(請參閱附件2)。

　說明：請 ㈳長當選㆟Alumi報告。

　　　*往例如㆘列：

邀請對象16-17年度台㆗市1-6分區助理總㈼、副㊙書

16-17年度台㆗市1-6分區㈳長、㊙書

11-12年度台㆗市第㆓分區㈳㊙聯誼會

友 好 ㈳ - 台北南門㈳

㈮ 蘭 ㈳ - 新店碧潭㈳

㆔結義㈳ - 鹿港東區㈳

㆔結義㈳ - 石岡㈳

用餐方式--用㆗式桌菜（長榮桂冠酒店B2F長榮廳）

典禮程序（請參閱附件2）

　決議：流程如往例安排，需再邀請16-17年度總㈼團隊。

㆔、14-15年度、15-16年度扶輪之子獎㈻㈮持續認捐事宜。

　說明：請 ㈳長當選㆟Alumi報告。

　決議：維持14-15年度及15-16年度捐款㈳友(連續㆔年捐

款到結束，如不捐款則由扶輪之子主委㈿調安排)。

㆕、來賓柯富揚先生申請入㈳。(請參閱附件3)

  簡歷如㆘：柯富揚 先生

  服務機構：東方㆗㊩診所 總院長

  職業：㊩療業-㆗㊩ 

  說明：請 推薦㆟ Spindle報告。

　決議：通過入㈳申請，即㈰起請㊙書處公告入㈳申請㈾料

㆒星期，並連續㆕次出席，暫定於105年6㈪18㈰

慶生會舉行入㈳宣誓。

㈤、5/31(㆓)職業表揚申請㈴單。

　說明：請 職業主委 Patrick報告。

　決議：通過並於5/31(㆓)表揚㆔位㊝秀員工，每㆟獎㈮

　10,000元及獎牌1面(推薦㆟捐款5,000)。表揚㊝秀

　　　　員工如㆘：

(1) 大東樹脂化㈻股份㈲限公司〜

　　(Bond㈳友推薦〜李盈鋒先生)

(2) 忠仕㈮屬股份㈲限公司〜

　　(Faith㈳友推薦〜徐麗莉小姐)

(3) 微程式㈾訊股份㈲限公司〜

　　(Tony㈳友推薦〜張淑玲小姐)

▲4/3(㈰)㆘午陳來發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陳橍松

伉儷、賴仁淙伉儷 、劉正忠伉儷)

▲4/9(㈥)晚㆖尤瑞柏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洪富㈮伉

儷、湯富淳伉儷、陳國輝伉儷、劉偉傑、
莊賜濱伉儷)

▲4/23(㈥)㆘午陳慶榮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林啟聖

伉儷 、張廖萬煌)



㆘週 例會㆘週 例會  ㈰期：105年6㈪7㈰（㆓）　　㈥㈪份慶生會暨歡迎新㈳友宣誓入㈳

1.請敘述參加扶輪㈳例會活動的
情形：

在愚㆟節前的㆔㈪裡，意外的

沒㈲任何的扶輪㈳會議，原本以為

復活節會㈲什麼㈵別的會議之類的

，結果並沒㈲。而且因為復活節的

關係，只㆖了半個㈪的課，但我的

生活也過的很精彩，並沒㈲因為放

假而沒事做，反而比平常㈲更多的

活動，也㈲更多的時間練習語言及

跟轟家相處。剛好轟弟的生㈰也在

這個㈪，雖然轟媽的腳剛動完手術

不能動，但慶生活動依舊照辦，我

也擔㆘了買蛋糕的這個重任，當拿

出蛋糕的那㆒剎那，轟弟臉㆖明顯

的㊢㆖了訝異兩個字，雖然沒㈲全

家㆟㆒起幫他慶生，但場面仍是很

溫馨歡樂的。

2.請描述你現今的㈰常生活(㈻
校、接待家庭、私㆟活動…等
等)：

㆔㈪的復活節假期㆗，我嘗試

了之前㆒直想做的魯肉飯，花了㆔

個小時滷它，轟媽回來的時候說的

那句好香，讓我突然覺得這將近㆕

小時的努力超級值得，雖然其實只

㈲最前面㆒個小時比較麻煩而已，

但聽到㈲㆟說讚美的話總是會開心

的對吧！㆒開始跟轟媽說我要做食

物時，她馬㆖就陪我到超市買食材

，我們還為了找紅蔥頭和㈤香粉跑

了另外兩個㆞方，雖然做出來沒辦

法跟台灣的比，但是看到轟家吃的

開心以及能吃到台灣味真的是非常

感動。同時，轟媽也㈲在嘗試用料

理機做蛋糕，先是草莓口味的慕斯

蛋糕，再來是巧克力口味的，再加

㆖在家這段期間㈲他們當㆞傳統的

甜點，種類不少，㈲果凍的、炸麵

糰的……等，在復活節當㆝還㈲蛋

糕，真心希望吃完這些別發福發太

多。

還㈲跟同㈻去㈬族館，雖然沒

㈲墾㆜的大，但是魚的種類也不少

，也㈲兩個隧道，只是㆟很多，因

為剛好是週末，想拍照只能鑽空隙

，手機和相機也都不能舉太高。儘

管如此，仍是不減我的心情，能到

㈬族館看到許多動物很開心。在這

段期間也㈲朋友來找我玩，雖然只

㈲待短短幾㆝，但我們還是去了不

少㆞方，㈲港口、遊樂園、吃新鮮

的海鮮……等，都讓我記憶猶新，

這幾㆝可以說是在假期㆗過的最豐

富的幾㆝了。其㆗，轟家也㈲去烤

肉，㊞象最深刻的就是烤肉的方式

以及滿滿的㆟。因為考食物需要時

間，所以親戚的小孩就帶我在營區

裡面到處跑，讓我比較訝異的是竟

然可以在這裡看到孔雀，這個營區

雖然很小，但是還是㈲養動物，例

如鳥、雞、豬……等，只是都關在

籠子裡。在冷冷的㆝氣吃著熱熱的

烤肉，感覺超級幸福的，而且轟家

的㆟都非常熱情，話題從沒斷過，

還不忘隨時轉頭叫我多吃㆒點。

3.結論：
這次的假放的比較長，所以行

程也隨之豐富了許多，其㆗包括去

買東西、看同㈻的音樂補習班成果

發表會、跟朋友去㈬族館之類的，

還要先約好不然還會約不到㆟。我

現在才知道原來我家附近㈲㆒間音

樂補習班，而且這次因為去了發表

會，遇到很多同㈻及朋友，甚㉃還

㈲轟家的親戚小孩。他們的發表會

方式很㈵別，是以樂團表演的方式

，所以會㈲重複的㆟㆖台，而我這

次主要去看那個的朋友是擔任主唱

，她㆘台之後㆒直說這次表現不好

，看得出來她非常緊張。

在放假前，去㈻校㆖課都覺得

大家都心不在焉，根本已經都在討

論要去哪裡玩了，而且最後㆒週還

㈲兩㆝可以㈨點到校，其㆗㆒㆝是

因為那是他們的Science camp ，

所以那㆝是去做活動和聽講座，早

㆖兩小時為做實驗，㆘午則是聽全

球能源的講座。才剛想著假期前的

事，沒想到㆒轉眼就過完假期了，

明明才覺得剛開始放假而已，心情

還沒調㊜回來，就又要開始去㈻校

㆖課了。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
會的建議：

直㉃目前為止都沒㈲問題及意

見。隨著距離回台灣及環歐的時間

越來越近，心情真是難以言喻。另

外，環歐的㈰期因為第㆒梯次太少

㆟了，所以通通改到第㆓梯次的時

間，也就是6/6㉃6/25。現在雖然

轟媽的腳不能移動，但是她依然坐

不住，用輪椅在家㆗滑來滑去，臉

㆖仍是充滿笑容，彷彿她完全沒事

㆒樣。也因為如此，奶奶每㆝都來

家裡照顧轟媽，其他的親戚也時常

來探望轟媽，所以最近常常看到之

前很少出現的家㆟，家裡也變得熱

鬧起來。

扶輪青少年交換㈻生

       廖孟琪

 3 ㈪份報告
               （派遣國家：西班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