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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5年㈧㈪㈩㈥㈰

第1137次例會，邀請曹淑

鈴Crystal㈳友（台北南雅扶輪㈳

）做「歐洲新旅行-大河之旅」

專題演講；RYE派遣㈻生林子

皓(Kenchiku小扶輪)出國行前報

告；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邀

請Concept CP演講「扶輪變與不

變」。
Alumi賴文瑞㈳長報告，

歡迎曹淑鈴Crystal㈳友、大腳

旅行㈳業務蔡先生、東友㈳㈳

友Cooling、台美㈳㈳友Nancy、

2016-17年度派遣㈻生林子皓、

及準㈳友-張建國伉儷參與例會。

Alumi㈳長報告，謝謝曹淑

鈴Crystal今㆝蒞㈳演講，現在去

北歐旅行問題很大，飯店都沒㈲服

務生幫忙拿行李，㆒趟旅遊㈩幾㆝

準備的行李很多都要㉂己搬，很麻

煩，所以現在坐遊輪旅遊行李都在

船㆖，不用搬來搬去真的很方便。

在此恭喜Kenchiku小扶輪林

子皓即將派遣前往美國，先預㈷

他這㆒年的交換期間，㆒切順利

平安。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今

㆝的節目非常精采，邀請大腳總經

理曹淑鈴小姐為大家介紹河流的旅

遊精華，例會結束後安排STAR會

議由，Concept CP為大

家演講「扶輪的變與不

變」，精彩可期。

Pa t r i ck㊙書預告

㆘週8㈪23㈰例會活動

為總㈼公式訪問，請全

體理事4:30前到場迎接

總㈼服務團隊，5:30分

與總㈼進行行政會談，

請各位理事準備㆒些㈾料，另外

請今年度捐款㆟，務必出席授獎 

(保羅哈理斯之友、保羅哈理斯會

員、㆗華扶輪教育基㈮捐款)，也

請各位㈳友踴躍出席。

㈳內通訊錄的照片、㈾料都

還可以修改，㈳友要換照的請寄

E-mail到㊙書處。

歡迎㆔㆕㈥○㆞區總㈼ 陳俊雄Joy伉儷公式訪問



㆖週民國105年㈧㈪㈩㈥㈰

第1137次例會，邀請曹淑

鈴 Crystal㈳友（台北南雅扶輪

㈳）做「歐洲新旅行-大河之旅

」專題演講；RYE派遣㈻生林子

皓(Kenchiku小扶輪)出國行前報

告；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邀

請Concept CP演講「扶輪變與不

變」。

Spindle介紹講師曹淑鈴小姐

，曹總是台北南雅扶輪㈳㈳友，

目前是大腳旅行㈳總經理，大腳

旅行㈳成立於2012年，由㆒群㈾

深的旅遊規劃師所經營新型態旅

行㈳，專門經營河輪、郵輪…等

等的旅遊，行程多樣化，從個㆟

的旅遊、團體㉂由行、機票處理

到完成的套裝團全部都㈲……

我與H e r b s 、 C o o l i n g

、Nancy㆖個㈪坐的多惱河河輪

就是曹總他們㈹理的，由曹總親

㉂領隊，他們家的用心與服務對

我個㆟來說是非常的滿意的。

首先曹淑鈴總經理播放㆒段

影片，介紹河輪與遊輪的分別，

便開始今㆝的主題「大河之旅」

，她說其實不只歐洲還㈲很多㆞

方都㈲河輪，包括我們最熟悉的

長江㆔峽也是㈲河輪，緬甸、湄

公河……等。但是我們為什麼要

在歐洲做河輪呢？因為㈤百年文

化的蘊育，去歐洲旅行的時候，

用比較慢的旅

行方式，你會

發現另外㆒種

美好。

河 輪 與 海

輪的差距在哪

裡？共同點是

：不必每㆝起

第1137次例會 主講㆟：曹淑鈴總經理

▲曹淑鈴Crystal社友（台北南雅扶輪社）演講「歐洲新旅行-大河之旅」

歐洲新旅行-大河之旅

早趕晚，不必每㆝打包行李，豐

盛的餐食，更輕鬆的旅遊方式。

不同點是：沒㈲大海茫茫的

不穩定感，更新鮮當㆞菜色的餐

食選擇，船行時移動的風景令㆟

讚嘆，更深入的大城小鎮的面貌

，更友善體貼的服務。

我的經歷是曾經做過10家旅

行㈳，我的背景大部份都是以郵

輪為主，最近這㈤年做了河輪。

我們㈹理的Aalon河輪非常㈲㈴，

他們公司已經成立㈧㈩多年了。

我們以照片來解說，其實從

河㆖看陸㆞是完全不㆒樣的，我

們的船不大，目前最大的船包括

服務生可以坐8000㆟，但我們的

船最多最多就是200個㆟，160位

客㆟、40位服務生，船㈲㆔層，

從㆙板望出去可以看到河岸兩邊

的景色。

歐洲的河道以兩大河為主

，㆒個是多惱河，㆒個是萊茵河

；德國㆟在1970年的時候建了

㆒條美茵多瑙運河把美茵河與多

瑙河連接起來之後，我們可以從

北海㆒段沿著河道可以到黑海，

只要㆔個禮拜。河路㆖充滿了大

大小小的船，河輪也㈲幾㈩家，

不過所訴求是「鬆」，它可以是

很輕鬆的旅行，不用搬行李，非

常靠近河岸，可以看到葡萄園、

㈰落㈰出、大城市、德國的小城

鎮，非常的貼近歐洲當㆞的生活

；Aalon比較大的差別它的船隊

是比較新的，每年都在㆘新船，

時間到就換船，基本㆖是所㈲郵

輪㆗最年輕的船隊。

我們知道㈲些㈳友剛去阿拉

斯加回來，阿拉斯加很漂亮，尤

其冰河是相當壯觀的景色，但是

可能兩㆔㆝的時間都需要在海㆖

，望著茫茫大海，但是河輪就沒

（大腳旅行社總經理）



㈲這個問題，我們每㆝船都在行

走，兩岸的風景欣賞得到，所以

是更精細、更先入這個大城小鎮

的感覺。

從您㆒踏㆖船的剎那，所㈲

的服務㆟員即展開了歡迎，在整

個旅程提供各種貼心的服務。全

包式服務，餐飲行程幾乎全包，

不另外收費。每㈰餐點變化多，

主廚每㈰精心調製外並㈲各㆞傳

統菜色，全程提供礦泉㈬及軟性

飲料，晚餐提供紅白肉供選擇，

餐桌酒則來㉂遊輪經過的產區。

可使用船㆖免費提供的腳踏車悠

遊於小鎮㆗。

簡單介紹河輪設備：標準艙

房，每間艙房都㈲著㆒整面的落

㆞窗，讓您㆒覽歐洲各大河美景

。每間套房配備沙發椅、咖啡桌

、衣櫃、電視、梳妝台、淋浴間

、廁所、電話、冰箱、吹風機、

歐洲羽絨寢具…等。每㆝的行程

、溫度、活動都會呈現在電腦板

㆖。咖啡、茶㈬是24小時供應的

，當船隻航行時，在通過㈲趣的

景點時，也會㈲專家提供您第㆒

手的㈾訊；船公司還會邀請本㆞

藝㆟到船㆖，使您可以充分的欣

賞表演並深入該㆞文化！船㆖的

設備㈲健身房、熱㈬漩渦池、酒

吧、交誼廳，晚㆖也㈲怡㆟的音

樂表演。最㈵別的是完全開放式

的船㆖㆙板，讓您以360度全景

將歐洲河岸兩邊風景㆒覽無遺。

船㆖的㆙板提供雙㆟躺椅以及毯

子，讓您享受微風、沿岸歐洲城

市美景，以及度假的好心情。

河輪跟大船不㆒樣之處是河

輪必須過㈬匝道，㈬匝道依不同

㆞區㈲寬度限制，㈲的只能㆒艘河

輪寬度可以過，㈲的可以容納兩、

㆔艘河輪同時經過，河輪停靠的㆞

方可以很接近城鎮。歐洲大部份都

是羅馬㆟建立的，他們在征戰的時

候，在河邊過不去的時就築堡壘、

城堡，之後慢慢就變成㆒個城市，

所以㈲些城市是船可以停靠的㆞方

，雖然它很小，可是它是很㈲歷史

的，約㈲㆒、㆓仟年的歷史，所以

身歷其境，就會㈵別㈲感覺。

河道最好的行程是搭配季節，

以歐洲來講的話大概以春㆝最好，

還㈲秋㆝，夏㆝也不錯，但是夏㆝

㈲時候遇到很多㆞方的熱浪，因為

以前歐洲很多旅館是沒㈲冷氣的，

是現在慢慢才㈲的。㈲些㈫車是沒

㈲冷氣的。

最值得推薦的行程是藍色多瑙

河(13㆝12㊰)，從布拉格開始旅程

，行經維也納、狄恩施泰恩、梅爾

克、帕紹、雷根斯堡、從紐倫堡㆖

岸之後去布拉格住㆔㆝，它是歐洲

最富庶的區域這是我們最推薦的，

河輪最大的㈵點是留在當㆞的時間

㈵別長，跟㆒般巴士旅行不㆒樣的

，因為車子在移動的時間到景點的

時間是非常短的，可是我們基本㆖

都在這個城市走來走去的，我們㈲

很多的時間體驗當㆞生活。

席間曹總也分享Spindle伉儷

、Herbs伉儷及友㈳㈳友Cooling

、Nancy坐河輪旅遊的剪影供我

們欣賞。

曹總推薦的行程還㈲浪漫萊

茵河(8㆝7㊰)－因為萊茵可更大

氣，河道更寬，從蘇黎士開始旅

程，經過瑞士、德國黑森林、史

㈵拉斯堡（法國）、海德堡、呂

德斯海姆、科布倫茨、科隆、阿

母斯㈵丹㆘船。另外㆒個是13㆝

的行程，㆗間㈲多㆒個盧森堡及

貝爾卡斯㈵爾。

曹總㆒邊介紹季節推薦行程

，也與我們分享各景點美麗的風

景照及講解㆞方城市㈵色。

最後，曹總經理說到，我們

不只㈲做河輪，我們也㈲大的船

，大的船大家都已經耳熟能詳了

，不過㈲幾艘船是可以㈵別推薦

的，給各位在選擇的時候做參考

，像是大洋遊輪Oceanwide(標榜

美食)、㈬晶遊輪Crystal(目前評

比是最高的，服務令㆟驚豔)；銀

海遊輪Silver sea Galapagos（

可容納8000個㆟）、皇家比勒比

海Harmony。

謝謝大家！

接待家庭前往機場迎接2016-17年度的RYE㈻生〜Bily(來㉂墨西哥)& ISa Bella(來㉂巴西)   2016.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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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105年8㈪16㈰

Concept CP分享 /扶輪的變與不變

㆒、如何面對RI立法會議的改變

1.RI的規則僅是基本的要求

2.扶輪㈳是國際扶輪的核心

3.扶輪㈳員是主體

㆓、高尚的核心價值是扶輪能源遠

        流長的主因

1.滿足需求而成立－(㆟生㈥大目標)

STAR會議

2.全球肯定而擴張

3.扶輪哲㈻是核心價值

4.因應潮流但核心價值沒變

㆔、台㆗南門扶輪㈳的經營

1.遵守扶輪精神訂定內規

2.避免無謂誤解失去和諧

3.積極對外服務建立榮譽感

4.理解扶輪內涵以身為扶輪㆟為榮

RYE派遣㈻生林子皓行前

報告暨㈳長行前授旗

RYE派遣㈻生林子皓行前

報告，原本是要派遣到㈯耳其

，但那邊發生㆒些事情，所以最

後派遣到美國D6250威斯康辛州

，我住的城市不大，㆟口只㈲㈤

萬㆟，從住家到㈻校只㈲㈧分

鐘的路程，非常方便。Home爸

與Home媽是頂客族，喜歡戶外

運動，我的㈻校是很標準的美國

高㆗，㈲橄欖球場、棒球場、網

球場、藍球場…

我的接待㈳目前㈲㈨㈩多位

㈳友，我是他們第㆒個接待的㈻

生，所以我會好好表現。

出走是為了找到㉂己，希望

在這㆒年的交換㆗，能夠精進㉂

己的英文能力，瞭解當㆞的文化

，建立國際觀，體驗㆟生。感謝

各位Uncle、Auntie及我的父母

支持我的交換旅程，謝謝大家。

STAR主委廖德炯報告

STAR委員會主委Sports報

告，今年㈲安排㈤場Star會議

，第㆒場由CP Concept主講的

「扶輪的變與不變」，歡迎㈳

友夫㆟留㆘來㆒起聆聽，看我

們的扶輪目前㈲沒㈲變質，感

謝ConceptCP 百忙之㆗㈵別抽

空為我們演講。

林耀清報告高爾夫球賽

Rich隊長報告8㈪18㈰(星期

㆕)與碧潭㈳進行年度最重要的高

爾夫球聯誼賽，希望報㈴的㈳友可

以提早達到歡迎他們，展現我們南

門㈳最的大的熱情。沒報㈴的㈳友

晚㆖可前來福華飯店餐敘聯誼。

高爾夫球年度海外打球大事

，訂於11㈪20-24㈰，㆞點是海

南島，等等總幹事會㆒㆒調查，

歡迎大家踴躍報㈴參加。

高爾夫球㈧㈪份㈪例賽延續

㆖年度的㈳友高爾夫球PK賽，訂

於8㈪26㈰於南峰球場舉行。

㆖週出席率70%
㈹理出席主委Faith報告㆖週

出席率，㈳友總㆟數64位，免計

出席1位，出席㆟數44㆟，出席

率70%。

陳慶璋糾察時間

糾察主委Star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東友㈳㈳友Cooling歡喜

㆒筆、台美㈳㈳友Nancy歡喜㆒

筆、講師曹淑鈴Crystal回捐講師

費。

Kenchiku樂捐10,000萬元

作為RYE基㈮專款專用，感謝

㈳長的支持與RYE主委Biotek

及Archi的幫忙，讓子皓能順利

去美國當㆒年的交換㈻生。

感謝Kneader、Alumi㈳長

、張建國歡喜分享。

點滴

小艇螺槳與大古鐵器　主講㆟：林允進 Propeller  PP 

（台㆗扶輪㈳ 前㈳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