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  長：賴文瑞　　秘  書：廖俊榮　　財  務：林丙申

理  事  會

賴文瑞、黃吉隆、廖俊榮、林丙申、陳俊清、邱啟成、莊賜濱
尤瑞柏、黃木村、劉銖淇、張福琳、陳慶璋、張廖萬煌

＊社務行政：陳俊清
＊社　　員：邱啟成
＊服務計劃：莊賜濱
＊扶輪基金：尤瑞柏
＊公共關係：黃木村
＊金蘭友好：黃吉隆
＊雙  子  社：陳棋釗
＊新  世  代：蔡育偉

＊糾　　察：陳慶璋
＊節　　目：劉銖淇
＊出　　席：張福琳
＊聯　　誼：張廖萬煌
＊健康活力：林丙申
＊膳　　食：湯富淳
＊扶輪家庭：洪仲明
＊國際服務：馮賀欽

＊職業服務：陳國輝
＊扶輪資訊：劉叔綱
＊ＳＴＡＲ：廖德炯
＊　ＲＹＥ ：劉正忠
＊美學推廣：曾文和
＊職業分類：林耀清
＊社員發展：吳為楨
＊社　　刊：陳來發

今㆝第1133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㈦㈪㈩㈨㈰【第㆓㈩㆓卷．第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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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www.south-gate.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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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 目

R.I.批准：1994年10㈪31㈰  授證㈰期：1995年元㈪4㈰  輔導㈳：台㆗南區扶輪㈳  ㈮蘭㈳：新店碧潭扶輪㈳  雙子㈳：大阪大東㆗央扶輪㈳ 

㆖週民國105年㈦㈪㈩㆓㈰第

1132次例會，邀請旗誌㈻

專家莊銘國教授做「小國旗大㈻

問」專題演講。

Alumi賴文瑞㈳長報告，歡

迎莊銘國教授、大奧克蘭扶輪㈳

㈳友Daisy Ping及張建國伉儷再

次蒞臨與會。

Alumi㈳長報告，莊教授大

我㈥歲，是台灣的寶，我很多公

司的客戶都曾聘請他當顧問，用顏

色管理也是他創立的，等㆒㆘我們

可以好好聆賞他的演講。

Cat ia陳俊清㈹㊙書報告，

2016-17年度㈳員通訊錄要已經開

始製作了，如各位㈳友及夫㆟需

更換照片的話，請盡速傳照片mail

或line㊙書處。

Catia報告，7㈪16㈰(㈥)㆗午

12點於（響海鮮）餐廳舉辦夫㆟

聯誼聚餐，由㈳長夫㆟宴請各位夫

㆟，請㈳友回去提醒夫㆟參加。

Catia報告，㆘週㆓例會邀請

台㆗㆞檢署公訴組檢察官李斌蒞㈳

2016-17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演講「現㈹的司法制度與願景」

，請㈳友踴躍出席。

講　題：現㈹的司法制度及願景  (台㆗㆞檢署 檢察官)  

主講㆟：李 斌  檢察官

▲與來㉂紐西蘭9920㆞區的大奧克蘭

   扶輪㈳㈳友Daisy Ping交換㈳旗



㆖週民國105年㈦㈪㈩㆓㈰第

1132次例會，邀請旗誌㈻

專家莊銘國 教授做「小國旗大㈻

問」專題演講。

Gary介紹演講㆟莊銘國教授

，莊教授是我的老師，他在唸書

的時候考過普考、高考、㈮融㈵

考…，退伍之後在很多㈽業服務

過，做到經理後，轉戰㈻界，在

很多大㈻當老師，他的課及演講

叫好又叫座，時常㈻生都半㊰就

起來搶課，另外擔任很多㈽業的

顧問，甚㉃是很多㆖市公司董事

，他遊歷過122個國家，經歷相

當豐富，真是台灣的㆒個寶。

莊銘國教授說，為什麼要認

識國旗？

鈔票㆖㈲很多可愛的小朋友

指著㆞球儀，告訴我們「孩子是

國家未來的方向」，也表示未來

的主㆟翁從小就應該要培養國際

觀。談到國際觀，可說是千頭萬

緒，從小小的㆒面國旗㆗，就可

以輕而易舉㆞了解世界各國的㆒

大契機。

用顏色看國旗

世界㆖㈲各式各樣的國旗，

我們應該怎麼解讀國旗呢？首先

，當你看到飄揚的國旗，第㆒㊞

象會是什麼呢？

就是國旗的顏色。因為每㆒

面國旗都㈲其文化歷史背景，因

此，㆒開始不妨以顏色來區別國

旗的意義。

依顏色別

1.紅　色－大部份為共產國家

2.藍　色－大部份為島嶼國家

3.綠　色－大部份為回教國家

4.黃紅色－大部份為西班牙系國

  　　　  家

㆒、紅色

以紅色舉例。1917年10㈪，

俄國爆發了革命，列寧推翻沙皇

，蘇俄於焉誕生，列寧當時旗幟

便是紅色，沙皇則以白色為旗幟

。列寧率領紅軍革命黨推翻沙皇

率領的白軍，史稱赤俄與白俄。

第㆒次世界大戰末期，俄軍

死傷慘重，列寧領導農工階級掌

權，沙皇被迫流亡與囚禁，最後

列寧㆘狙殺令，並根絕沙皇血源

命脈。

蘇俄革命成功以後，就以紅

旗㈹表共產主義的象徵，建立了

世界㆖第㆒個㈳會主義國家，開

創㆟類歷史的新紀元，成為㈩㈨

世紀末，㆓㈩世紀初歷史舞臺㆖

的巨㆟。而後，共產國家也大多

沿用以紅色為旗幟。

柬埔寨在1970年㈹被共產政

權所統治，其國旗顏色也是紅色

。香港回歸大陸後也改用紅旗。

運用紅色在國旗㆖的國家㈲

：㆗國大陸、北韓、越南、阿爾

巴尼亞、安哥拉、莫㆔比克、柬

埔寨、香港。

此外㈲㆓個國家國旗是例外

的，雖以紅色為背景，但並不是

共產主義國家，像㈯耳其、北非

摩洛哥、瑞士。

㆓、藍色

島嶼㆕面環繞藍色海洋，而

國旗顏色㈲藍色，㈹表其國家是

環海島國，尤以南太平洋及加勒

比海國家為其㈹表，諾魯、蜜克

第1132次例會

小 國 旗 大 ㈻ 問

主講㆟：莊銘國 教授

▲莊銘國教授專題演講：小國旗大學問

▲蘇聯國旗

▲香港國旗



羅尼西亞、紐西蘭國旗、貝里斯

、薩爾瓦多、聖露西亞…等國家

國旗。其實歐洲的英國、希臘、

瑞典也是以藍青色為背景，是典

型海洋國家。非洲臨大西洋的維

德角、赤道幾內亞；臨度洋的塞

席爾、模里西斯也都㈲藍色；

㆔、綠色

綠色㆒直是伊斯蘭教神聖的

顏色，㆒個國旗如果綠色背景占

大多數，表示為回教國家，而巴

基斯坦就是典型的回教國家，也

象徵和平與繁榮。靠近旗桿處㈲

㆕分之㆒是白色，㈹表非回教徒

（大部分是㊞度教，白色是㊞度

教象徵）。

回教國家國旗：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孟加拉、沙烏㆞阿拉

伯…等。

全綠旗是前利比亞（最好製

作的國旗）

是不是只要國旗㈲綠底就是

回教國家呢？當然不是，綠色也

㈹表森林及農業，比如巴西㈲世

界最大的亞馬遜叢林，因此，巴

西國旗㆗的綠旗象徵的是茂密的

森林㈾源，另外，非洲尚比亞國

旗是綠色底，象徵豐富的㉂然㈾

源，所以大家要㊟意，並不是所

㈲綠色都表示回教國家。

㆕、雙對比色（黑白、紅綠）

㆗東回教國家常使用強烈的

雙對比色（黑白配、紅配綠），

紅、綠、白、黑是伊斯蘭教的傳

統顏色，雙對比色㆒定是回教國

家。很㈲趣的，㆗東國家的國旗很

少㈲青色或黃色。㆗東㆞理很重要

，㈲所謂「㆒河、㆓教、㆔洲、㆕

峽、㈤海」之說。

㈤、㆒般㆔色
歐洲㈲很多㆔色旗存在，因為

歐洲幾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強調㆔

色是㆔位㆒體：聖父（耶和華）、

聖靈（看不到的靈氣）、聖子（耶

穌）。

㆔色旗源㉂歐洲國家基督教㆔

位㆒體。最早使用㆔色旗是荷蘭的

紅白青㆔色旗。義大利國旗改為㈬

平，就成為匈牙利國旗。

德國國旗從垂直放成㈬平，就

成為比利時的國旗了（顏色㈲所對

調）。

非洲國旗㈲㆔分之㆒是紅、黃

、綠顏色。

以㈰㈪㈰星解析

㆒、太陽
1. 亞洲國家

2. 南美洲國家（㈲臉）

3. 換㈰線國家

國旗除了用顏色分辨以外，

另弘也利用國旗的「㈰㈪星辰」

來辨別國家。

從小，我們每個㆟都知道太

陽是從東邊升起的，所以亞洲國

家的國旗幾都㈲㈲太陽，而西方

國家則老比亞洲國家慢半拍。

東亞和東南亞㉂古就以農立

國，農作物生長必須依賴太陽，

所以㈵別重視太陽。很㈵別的是

，東亞及東南亞國家的國旗都沒

㈲綠色。

㆓、星星
1. 南㈩字星－南半球國家

2. 星條－與美國相關國

3. 紅、黃星－共產國家

船在航行，白㆝可看太陽方

位，晚㆖則觀察星象，在北半球

很快看到明亮的北極星，以此定

點再搜尋其他星座。但南半球看

不到北極星，可藉助閃亮的南㈩

字星來尋找方向。

南半球（㈵別是大洋洲）的

國旗很多㈲南㈩字星。

▲南太平洋的紐西蘭國旗 ▲伊朗國旗

▲巴基斯坦國旗

▲最早使用三色旗是荷蘭的紅白青三色旗

▲義大利國旗改為水平,就成為匈牙利
　國旗

▲德國國旗從垂直放成水平,就成為比
  利時的國旗(顏色有所對調)

▲日本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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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條旗大部份是跟美國相關

的國家，美國國旗㈲㈤㈩顆星及

㈩㆔條線，所以美國國旗又為星

條旗，紅色㈹表勇氣，藍色象徵

堅韌，白色則是正義，與法國同

用㆔色。

㆔、㈪亮（回教國家）
國旗㆖㈲㈪亮的國家，絕大

部份是回教國家。㈯耳其是回教

國家，弦㈪抱星也是回教的象徵

符號。

因為鄂圖曼帝國強盛，影響

甚大，很多回教國國的國旗都㈲

使用㈪亮，如馬來西亞、舊葛摩

、馬爾㆞夫、阿爾及利亞、巴斯

吳定㆗ 院長   專題演講：脊椎問題知多少？  
(㆟㆒物理治療所 院長) 

基坦、茅利塔尼亞，所以回教國

家很多都㈲㆖弦㈪。

㆕、㆞球（僅葡萄牙及巴西）

葡萄牙國旗是紅配綠的單對

比色，國旗㆖㈲㆞球的是以葡萄

牙為㈹表。

感謝莊教授妙口生花，用淺

顯易懂的方式，向大家介紹國旗

背後的故事與淵源。

點滴

出席率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友總㆟數64位，免計出席2
位，請假5位，出席㆟數34㆟，

㆖週出席率55%。

糾察時間

Star糾察報告，感謝來賓張建

國先生歡喜㆒筆。

感謝大奧克蘭扶輪㈳Daisy 

Ping㈳友歡喜㆒筆。

感謝Alumi㈳長、Gray㈳

友、R i c h㈳友、P o s t e r㈳友

、Chemical㈳友歡喜分享。

七 月 份 理 事 會 ～ 社 館 財 產 清 冊 交 接

▲吉里巴斯國旗 ▲土耳其國旗

▲馬來西亞國旗▲索羅門群島國旗

▲美國的國旗是星條旗的開創者

▲葡萄牙國旗

▲巴西國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