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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前週民國107年三月二十日
第1220次例會，邀請社友
Herbs 柯富揚做「品味人生～
珍釀永恆」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來賓黃基福先生、蔡懿文小姐
、美國接待學生廖文琪、墨西哥
接待學生陳美佳，友社社友南區
社Chief、台美社Eyes、Nancy
、Samantha伉儷、Lynn伉儷、
Grace及與會的社友夫人。
Catia社長報告，今日講師
Herbs，很不簡單，今天有很
多慕名而來的粉絲，大家絕對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

【四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入寶山不會空手而歸，也感謝
Herbs贈送每個人一本＂酩酊之
樂＂酒的分享合集。
歡迎許久不見Ears，之前
跟大家報告他因眼疾治療休養
中，社友非常關心，等等請他
稍做說明。
響應扶輪總會花蓮強震救災
捐款，針對83個受災戶專款專
用，理事會決議每位社友統一
捐款1000元(社友可自行加碼)，
上星期日本雙子星社-大阪大東
中央社也行文表示要捐款賑災
300,000日幣，我們將一併捐出
，也回函告知日本雙子星社。
地區年會座位已PO群組，
在B-2區，本次沒有分配座位，
早到的人才能坐到好位子，15
位支援寶眷聯誼社友及報名分
組討論的社友務必準時參加。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3
月25日地區年會，本社社友100
％註冊，請大家穿著正式服儀
，地點在小巨蛋-好運來洲際宴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展中心，請大家踴躍參加，沒
有拿到停車卡的社友請向秘書
處索取。
簡單報告流程：早上7:10
-8:10園遊會、早餐時間(備有
1000份的早餐)，8:00-8:30註
冊聯誼，9:45鳴鐘開會，下午
14:00-15:00寶眷聯誼時間，
特 別 安 排 LA MER、黛珂、
NARS三個講座還有有護手霜教
學、咖啡教學，採現場預約制
，額滿為止，今年剛好由我們負
責寶眷聯誼組，請要參加的夫人
記得這個時間報名及報到。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220 次例會

柯富揚 社友
(東方中醫診所 總院長)

品味人生~珍釀永恆

▲柯富揚 Herbs 社友做品味人生～珍釀永恆專題演講

民國107年三月二十日
前週第1220次例會，邀請社友

請大家仔細聆聽酒仙之醉，瞭
解葡萄酒的文化。

Herbs 柯富揚做「品味人生～珍
釀永恆」專題演講。

Spindle介紹Herbs柯富揚社
友，中國中醫研究院、中西醫結
合醫學博士、東方中醫診所總院
長、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秘
書長、行政院政務顧問....等，
Herbs博學多聞，真的是良醫、
慈善家，是政府倚重的人才，更
是很有品味的生活家，對美食的
評鑑與實鑑更是有獨到之處，今
天主題是品味人生~珍釀永恆，

Herbs說，今天如果是酒商
來講酒，是銷售；如果是大老闆
講酒，是收藏；如果是酒鬼講酒
，我們就要警惕；如果是醫生講
酒，是養生，所以今天我們就是
來講養生之道，品味人生，珍釀
永恆。
Herbs請服務人員給每位社
友及夫人上兩杯葡萄酒，一杯上
面有貼Ａ標籤，另一個沒有標示
，演講結束後，Herbs會針對演

講內容及大家品嚐這兩杯酒的感
覺提出問題，進行有獎徵答，答
對的社友獎品是一瓶高級紅酒。
Herbs說，我們都知道最早
釀葡萄酒是希臘，希臘源遠流長
，影響羅馬帝國，一路打造萄萄
酒文化因此傳開，傳開之後是由
傳教士釀造。傳教士釀的原因是
因為以前的水質很差，對身體不
好，所以將葡萄釀酒當水來喝，
發覺葡萄酒對身體不但好、有益
健康，還可以治病，這是最早葡
萄酒的來源。
講到葡萄酒就要分為新世界
與舊世界，顧名思義，新世界往
往指的是一些葡萄酒的新興產地
，包括美國、澳洲、紐西蘭、阿
根廷、智利、烏拉圭以及南非等
國；舊世界則通常指的是一些葡
萄酒的發源地，它們大多位於歐
洲，包括法國、西班牙、義大利
、德國、葡萄牙、奧地利、希臘
、匈牙利、克羅埃西亞、喬治亞
、羅馬尼亞及瑞士等。其中，舊
世界釀酒歷史悠久，可追溯至幾
千年前；而不少新世界產酒國的
興起都是由歐洲地區的移民或殖
民擴張發展而來，因此大多只有
幾百年的歷史。
新世界產酒國廣泛分布在北
美洲、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及
亞洲等地，而舊世界主要集中分
布在歐亞地區。新世界葡萄種植
和釀造方面多採用機械化操作；
舊世界則大多秉承傳統，且注重
精耕細作，產量一般較少且較花
時間以及人力。
在風格上，新世界葡萄酒往
往帶有更為明顯的品種特色，且
以芳香型為主，奔放易飲，非常
適合初學者入門時飲用；舊世界
葡萄酒風格內斂，大多經過了橡
木桶陳釀，從而帶來了更多的陳
年香氣，葡萄酒整體複雜而又優
雅。
有的人喜歡舊世界的酒，有
的人喜歡新世界的酒，基本上愈
年輕愈喜歡新世界的酒，愈有輩
份愈喜歡舊世界，舊世界有層次
，需要醒酒，可期待，會變化，

需要陳年，新世界是充足的果香
，一開即可喝，濃、存、香，缺
點是變化不太大，其實，這兩者
在品質上可以說根本無從比較，
它們各具特色，也各有優缺點，
因此在選擇上主要還是依據個人
口感偏好比較適合。隨著時代的
變遷與發展，一些舊世界生產商
也開始逐漸引進高端現代設備和
機械來彌補人工不能到達之處。
此外，一些新世界葡萄酒本身就
是以舊世界為模範衍生出來；而
歐洲也有不少舊世界生產商擅長
釀造新世界風格的葡萄酒。
接下來三種白酒最基本的門
檻也是常見的葡萄品種：
白葡萄品種有1.夏多內
(Chardonnay)：夏多內釀造的白
酒可說是千變萬化，從法國香檳
區的白中白香檳，到夏布利帶有
礦石味與檸檬氣息綠色水果的香
氣，或是美國釀造，浸泡橡木桶
後圓潤豐滿的奶油香味，夏多內
在每個地方都有不同的香氣，是
白酒中的百變品種，頗受男士們
的喜愛。
2.白蘇維濃(Sauvignon
Blanc)：原生地在法國的白蘇維
濃，不像Chardonnay夏多內氣

候適應那麼好，最適合在緯度適
中的地方生長。以不甜的白酒最
為出名，有奔放芳香的香氣，明
顯的口感特徵有青草、白花、檸
檬、百香果的水果風味。
3.麗絲玲(Riesling)：最早出
現於在德國的萊茵河區，適合在
較冷的地區生長，麗絲玲是個能
充分表現種植土地特色的芳香品
種，依產地和採收時節的不同，
它可以釀造出帶有汽油味息，不
甜的乾白酒，卻也可以產出知名
的甜酒，帶有蜂蜜氣息的貴腐酒
，受女士們的喜愛。
當你去買白酒的時候，酒商
一定問你喜歡什麼的酒？意思是
你喜歡什麼的葡萄品種，夏多內
？白蘇維濃？麗絲玲？Hebrs誠
摯的推薦大家，夏多內的酒能保
存較久，也較有升值空間。
紅葡萄酒品種：
1.卡本內蘇維濃Cabernet
Sauvignon：原產於法國，卡本
內蘇維濃現在已經是世界上種植
面積最廣的葡萄品種之一，若你
走進任何葡萄酒專賣店或超市發
現是卡本內蘇維濃的紅酒機率偏
高。卡本內蘇維濃耐久藏，陳年
後口感會變得柔順濃郁厚實，多

層次的果香與煙燻香等更是讓人
驚艷，因此它有紅酒葡萄之王。
2.梅洛Merlot：市佔率排名
第二的就是美洛。葡萄較早熟豐
沛的新鮮水果香氣、不明顯的澀
味，還有討喜的酒紅色，剛接觸
葡萄酒的人，也會被梅洛的香氣
給吸引。這樣的特色常被釀酒師
拿去跟酒體較強壯、澀味較重的
葡萄品種混調，釀造出既討喜喜
愛又能陳年的葡萄酒。
3.黑皮諾Pinor Noir：卡本
內蘇維濃與黑皮諾，可說是在天
平上的兩端。黑皮諾是個公主病
的葡萄，能適應的產區不多，以
冷涼的氣候為主，但釀造出的葡
萄酒口感細緻優雅，是許多葡萄
酒愛好家喜愛的口感，細緻優雅
的酒體，鮮明、多層次的水果香
氣，讓人無法忘懷，非常迷人。
4.希哈Syrah/Shiraz：希哈
是厚實的葡萄品種，適合生長在
溫熱氣候。這個在澳洲(Shiraz)
與法國隆河產區最為出名、大量
種植的葡萄酒品種，在品酒會上
，因為是濃郁厚實的酒，往往是
壓軸的葡萄酒款。
Herbs仔細的介紹紅酒瓶酒
標，如何看產品、年份、品種：

在購買酒杯時，第一個會發
現的問題，要選擇玻璃杯或是水
晶杯呢？看起都是透明光亮的，
「材質」其實有非常大的差別。
一般而言，水晶杯比玻璃杯
「細薄」，細薄的好處就是傳熱
慢，可以讓酒維持在低溫。這也
是為什麼「越昂貴的酒杯越脆弱
」，而水晶粗糙的表面，比玻璃
可以留住更多的酒，因此當你搖
晃酒杯與空氣接觸時，可以幫助
酒釋放更多香氣。

一般來說，紅酒的試飲溫度
是15~16度，由於紅酒與空氣接
觸後，更能引發香氣以及果香，
因此市面上出現的酒杯有非常多
選擇。耐用度、適合品嚐酸味適
中的紅酒，調和味覺與口感是酒
杯重要的條件！
酒杯的視覺以及觸感也是非
常重要的，手工水晶杯是非常有
質感的，因此市面上許多品牌，
出了許多香檳杯、白酒杯、紅酒
杯、甜酒杯等。
最後，與大家分享品酒5S：
See看：查看酒的顏色，又
依不同種類的酒有不且的色澤區
分：清晰度：乾淨-混混
亮 度：淡-中等-深
Swirl晃杯：藉由搖晃酒杯讓
酒與空氣接觸使香氣被釋放出來
，在晃杯時沿著杯壁流下酒淚，
研判酒精度高低，酒精濃度越高
酒體越濃稠流下的速度也越慢。
Smee聞：環境的溫度及環

境的氣味都會影響品酒當下的嗅
覺，依照嗅覺的敏銳度透過"嗅
覺不疲勞"的訓練來找到葡萄酒
更不同的氣味。
Sip啜：讓酒在上顎與舌頭
接觸，這時候去感受酒旳四個表
現：1. 酒度 2.酸度 3.單寧
4.酒體。
再將嘴唇嘟起，使空氣進入
口中，這時去感受酒的味道表現
，最後將酒吐出，去感受酒的尾
韻長短。
Savor品味：這大概是絕大
多數人最喜歡但也最容易被遺忘
的部份，但請千萬記住，葡萄酒
的一切不會在你吞嚥下去後就結
束，請好好品味在吞下葡萄酒後
，殘留在口腔中的風味。
有獎 徵 答 ， 恭 喜 D o c t o r 及
Bond通過考驗，獲得紅酒一瓶。

點滴

報告出席率
Faith出席主委報告前週
出席率，社友人數66人，出
席人數50人，出席率76%，恭
喜Kenchkiu、Peter、King、
C.P.A幸運中獎。

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
來賓黃基福先生、蔡懿文小姐、
南區社社友Chief、台美社社友
Eyes、Nancy、Samantha伉儷、
Lynn伉儷各歡喜一筆。

感謝社友Doctor、Bond、
Onsen、Ears、Kneader、Catia
在糾察時間分享並歡喜一筆。

莊賜濱報告高爾夫鴛鴦盃
鴛鴦盃主委Poster報告今年
高爾球重要賽事：3月29日舉辦
鴛鴦盃兩人一球的高夫爾夫球賽
，晚宴由高爾夫主委Biotek作東
，請大家用餐，請尚未報名的社
友盡速報名，也歡迎沒有參賽的
社友晚上一起用餐。
Ears以幽默口吻報告眼疾發生經過及目前復原狀況

第1221次例會

洲際棒球場小巨蛋舉行

國際扶輪 3461地區

第一屆年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與總監合照

配
上週民國第1221次例會，
合「國際扶輪3461地區第
一屆年會」在洲際棒球場小巨蛋
好運來宴展中心舉行，時間變更
為107年3月25日。
今年台灣是最符合Marking A
Difference的，由7個地區擴增至

12個地區，由3460地區一分為
二，社友人數減半，年會也決定
縮短只舉行一天議程，會議地點
捨棄舉辦30多年的大學場館，選
擇在台中市新建的棒球文化園區
小巨蛋舉行。
第一屆年會由Five童瑞龍總
監主持。早上08:30展開第一次
全會，本社Catia社長伉儷上台
與總監伉儷合影留念。
接著迎接RI社長代表PDG
Chaivai Poonlapmongkol進場，
開幕式後邀請台中市市長林佳龍
、台中市副社長張光瑤致詞。

首屆年會，蔡英文總統親自
出席蒞臨致詞，致詞中肯定扶輪
社友對社會的無私付出與貢獻。
今年年會本社負責寶眷聯誼
組，寶眷聯誼組有LA MER、
黛珂、NARS 三個講座還有護
手霜教學、咖啡教學，五個場次
報名踴躍，支援社友盡責的做引
導及分送各組所需物品，任務圓
滿結束！
第一屆地區年會本社獲得許
多獎項，有國際表揚獎、地區服
務獎及團體表揚獎。

＊國際扶輪表揚獎項：
RI社長獎(2016-17年度)、RI
扶輪基金貢獻獎(2016-17年度)、
RI扶輪獎(2017-18)年度。

＊總監特別貢獻獎：
王叔榮Lawyer。

＊地區表揚獎項：
地區服務優良獎：劉柯成

Archi、張廖萬煌Home、林丙申
Kenchiku。
地區年會辛勞獎：陳俊清
Catia、馮賀欽Onsen。
地區輔導新社功勞獎：張
光瑤Concept、陳俊清Catia、宋
明吉Disk、陳向榮Rudy、王叔
榮Lawyer、劉柯成Archi、林永
成Living、湯富淳Art、陳榮煌
Concept、劉叔綱Gary、廖德炯
Sport、張國洋Copper、黄 吉 隆
Health。
保羅哈里斯之友PHF
捐獻獎：陳俊清Catia、
劉偉傑Bistro、陳國輝
E-Style、何志修Sugar、
趙紹清Surgeon、柯富揚
Herbs、許茂億Polo。
保羅哈里斯協會PHS
會員獎：張光瑤Concept
、宋明吉Disk。

地區自行車導宣導反毒貢
獻獎：張光瑤Concept、陳俊清
Caita、馮賀欽Onsen、賴文瑞
Alumi、林耀清Rich、張國洋
Copper、何志修Sugar、吳騰
彥Tony、許茂億Polo、吳為楨
Packing、劉叔綱Gary、蘇朝坤
Bob、趙紹清Surgeon、陳潤松
C.P.A。
最佳社務獎：陳俊清Catia。
最佳輔佐獎：馮賀欽Onsen。
青少年領袖營功勞獎(RYLA)
：廖進聰Power、賴文瑞Alumi
、劉銖淇Doctor、張長信Ben、
林丙申Kenchiku、劉柯成Archi
、王叔榮Lawyer。
青少年交換功勞獎 (RYE)：
廖進聰Power、劉銖淇Doctor、
張長信Ben、林丙申Kenchiku、
劉柯成Archi、王叔榮Lawyer。
RYE接待獎： 廖進聰Power
、劉銖淇Doctor、張長信Ben、
林丙申Kenchiku、劉柯成Archi
、王叔榮Lawyer。
RFE接待獎： 廖進聰Power
、劉銖淇Doctor、張長信Ben、

地區團體表揚獎項：

林丙申Kenchiku、劉柯成Archi
、王叔榮Lawyer。
扶輪長青獎(80歲以上) :
張耀硬 Pharma（82）。
資深扶輪獎(扶輪資歷40年
以上)：張光瑤Concept、吳為楨
Packing 。
推薦新社友獎：張光瑤
Concept(1人)、吳為楨Packing
(1人)。
連續十年以上100%出席
獎：陳重光Chemcial(27年)
、張耀硬 Pharma(23年)、陳
向榮 Rudy(23年)、王叔榮
Lawyer(23年)、劉叔綱Gary(23
年)、劉柯成Archi(23年)、陳

榮鍠Concord(23年)、陳來發
Spindle(22年)、湯富淳Art(22
年)、江輝雄Lapping(21年)、
廖光亮 Bo n d ( 2 0 年 ) 、 林 永 成
Living(20年)、黃吉隆Health
(18年)、廖德炯Sports(18年)
、李祐助 Polylon(17年)、陳潤
松C.P.A (16年)、陳俊清Caita
(16年)、張國洋Copper(16年
)、廖俊榮Patrick(15年)、謝
慶祥Daniel(14年)、蔡育偉
David(13年)、洪富金King(13
年)、張廖萬煌Home(12年)、
賴文瑞 A l u m i ( 1 1 年 ) 、 林 耀 清
Rich(10年)。

地區和平獎、社務發展卓越
獎、社員成長獎、扶輪傑出網站
獎、傑出/優良社刊獎、職業服
務獎、國際服務獎、柬埔寨金邊
國際醫療義診贊助獎、VTT地區
職業訓練團隊贊助獎、社區卓越
獎、扶輪之子認養服務獎 :成長
獎（淨成長20%以上）、新世代
服務獎-Interact、RYE、RYLA
、輔導新社貢獻獎、自行車隊貢
獻獎、扶輪日贊助獎、馬拉松主
辦社獎、反毒宣導貢獻獎、公
共關係獎、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貢
獻獎、扶輪基金貢獻獎、地區年
會百分百參與奬(社友100%)。

台 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107.1.20(六)吳騰彥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夫人、洪仲明伉儷、蘇朝坤伉儷、
莊賜濱夫人

▲107.1.9(二)陳潤松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107.1.23(二)陳慶璋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吳騰彥伉儷、
社長伉儷、秘書夫人、許茂億伉儷、朱福民
洪仲明伉儷、劉銖淇、張耀硬伉儷
伉儷、許茂億伉儷

▲107.1.24(三)湯富淳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吳為楨伉儷、廖光亮伉儷
、許茂億伉儷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3 月份理事會

◎5月22日(二)例會休會。(因變更參加5/25新店碧潭

社授證)。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3月13日（星期二）下午8:20
◎5月25日(五)新店碧潭社授證暨南門GOLF球隊球賽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本社已預約立益球場(上午10：45分開球)。
◎5月27日(日)台中市B-1、B-2分區聯合例會(地點：
主席：陳俊清
溪頭立德飯店)。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林啟聖、吳為楨、林丙申
◎
5月29日(二)例會休會。(因變更5月27日(日)參加
洪富金、張國洋、吳騰彥、何志修、邱啟成
登山聯合例會)
列席：廖進聰、陳向榮、廖德炯、柯富揚、陳榮鍠
◎6月2日(六)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暨台中南門旅遊
江輝雄、周鴻仁、謝慶祥、陳重光、張光瑤
-The one南園人文休閒客棧一日遊。
湯富淳、張廖萬煌、陳棋釗、林洽鑫、林耀清
◎6月5日(二)例會休會 (因變更參加6月2日台北南門
議題：
社授證)
一、2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6月12日(二)6月份慶生會。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
◎6月19日(二)例會-專題演講。
決議：通過 2月份財報。
◎6月26日(二)社員表揚、內輪會表揚暨感恩餐會。
二、贊助台中家商國際教育經費。
五、5月26日(日)台北南門扶輪社邀約共同舉辦『防治肝癌活
說明：請 RYE主委 Power報告。
動』。
決議：通過 贊助台中家商國際教育經費2萬元整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因此社區服務僅派員參加即可，故本將會派員參加台
三、5月8日(二)職業表揚事宜。
中后里『防治肝癌活動』，屆時詳細活動地點另行通
說明：請 職業主委Casa 報告。
知。
決議：預計表揚5名，推薦截止日：即日起至106年4月24
六、臨時動議。
日止，於5月8日例會表揚。申請辦法如附件所示。
1、台灣扶輪總會發文邀請全國12地區扶輪社友響應花蓮強
四、例會變更事宜。
震救災捐款事宜，鼓勵社友踴躍樂捐NT$1,000/人。
修正：5/15(二)變更休會，6/5(二)休會(因變更參加6/2台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北南門社授證暨The Onse南園一日之旅)，6/12(二
決議：協助花蓮受災戶心理重建一個安全、溫暖的家，故每
)慶生會、6/19(二)例會、6/26(二)感恩餐會/社員
位社友捐款NT$1,000，於4-6月社費收取，如需捐款
表揚。
較多金額，請向秘書處登記。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2、4/11(三)台中家商法治教育戲劇宣導活動事宜。
決議：例會修正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 Kenchiku報告。
◎5月01日(二)例會休會乙次(因逢勞工節)。
決議：依照以往戲劇宣導導演費用20,000元，由台中家商
◎5月08日(二)5月份慶生會暨優秀員工職業表揚。
扶少團與學社的學生共同依戲劇表演方式去讓學生了
◎5月15日(二)例會休會。(因南門GOLF球隊北海
解法治的重要性，而此次法治教育戲劇宣導主題為：
『反毒、反霸凌』，敬請主委Kenchiku詳細安排。
道球賽)。

台中二中扶輪之子探訪活動

下週 例會

107年4月10日 (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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