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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  辦  人  耿鋒 : (1)感謝導覽組及各組幹部支援陽明里的藍染活動能順利完成。 

                                              (2)文化部志工服務團隊獎申請已順利送出。 

     隊      長  玉幸 : 感謝各位種子老師，推動在地社區藍染活動很成功，藍染成品很漂亮，讓參加活動的大姊們滿臉笑容。 

  副  隊  長   鳳和 : (1)6月份志工基金結餘：68,051元、107年及顧問費結餘：240,109元，總合計：308,160元。詳細收支明細請參閱收支明細表。 

                        (2)7月份辦理志願服務記錄冊及榮譽卡申請換發，收件截止日為7月31日。相關規定於志工服務網公告。 

     導覽  組長  嘉屏 : 感謝 6/29 支援第一次藍染的夥伴，也感謝中心給志工這樣的機會重新接觸藍染活動，很開心。 

     活支     副組長     碩彥 : 8月份演奏廳有 8 場表演，演講廳有 2 場活動。 

     館支  組長  月姬 : 各館室展期日期如下： 

                             ※     展覽室    I (一樓文創交流區)       ： 108/07/05(五)-108/07/28(日)；新檔期 108/08/02 (五)-108/09/01(日)   

                                                                                                                         ※     展覽室 II(二樓畫廊)交                          ：  108/07/19(五)-108/08/18(日)；新檔期 108/08/23 (五)-108/09/22(日) 
 
                                                                                                                          ※     展覽室 III(三樓編織工藝館) ：  108/07/19(五)-108/08/11(日)；新檔期 108/08/16 (五)-108/09/08(日) 
 
                                                                                                                          ※     展覽室 IV(三樓編織體驗區)  ：  108/06/14(五)-108/07/14(日)；新檔期 108/07/19 (五)-108/08/11(日) 

                                                                                                                           ※     展覽室 V(三樓編織文物館)     ： 108/07/05(五)-108/08/04(日)；新檔期 108/08/09 (五)-108/09/08(日) 
 
                                                                                                                            ※     展覽室 VI(四樓畫廊)         ：108/07/26(五)-108/08/18(日)；新檔期 108/08/23 (五)-108/09/15(日) 

      活企  組長  國書 ： (1)8月志工作品展，7月份月例會還會收件，請各位夥伴踴躍提供作品。 

                         (2)8月25日舉辦績優志工參訪研習活動—探訪華山輕旅行，7月份月例會當天現場報名，月例會後~8月10日向企劃組或各組 

                            組長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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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壽星 

 

江魏碧圓           李淑禎 
 

林米玉                     林金蘭 
 

林進彬                     張春桂 
 

黃張樹滿           黃瑞玲 
 

廖淑女                     廖銘俊 
 

劉健民                     劉翰錡 
 

劉賴秀錦           謝慧君 

8 月 份 行 事 曆 

 

 

 

 

 

 

隊   歌  林純香詞 

我來輕輕唱  你來拍拍手  我們相聚在一堂 

你來輕輕唱   我來拍拍手  我們歡笑在一起 

我們有愛心  有耐心  還有崇高的理想  

讓我們社會更加安祥  快樂笑呵呵 

我來輕輕唱  你來拍拍手  做個志工真快樂  

你來輕輕唱  我來拍拍手  歡樂在你我心中  

服務人群   志工大家做   獻出你我的愛心 

大家同心協力  一起做個  快樂的志工 

 

 

8月份壽星 

王素民    古明春  林進芳  

張劉敏   陳文章  陳玉霞   

廖秋梅    賴玉雲  賴照慧   

魏連俊  
 

  志工資訊站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華   
     邁入第七年的台灣國際熱氣球嘉年

華，6月29日至8月12日在台東鹿野高台

熱鬧登場。 

    鹿野高台海拔約350公尺，左擁中央

山脈、右抱海岸山脈，從高空鳥瞰縱谷

大地的河川風光和綠野平疇，綠意盎然

的茶園風光，真是令人賞心悅目。用心

規劃的各樣活動，絕對讓人行囊滿滿。 

    熱氣球繫留體驗，以繩子固定熱氣

球，在定點升降的高空體驗。 

    熱氣球光雕音樂會，星空下，熱氣

球搭配主題音樂奮力噴火演出，投射燈

與雷射掃射天際形成璀璨的色彩變化。  

    造型球自由飛行表演，各種不同造

型的熱氣球將天空妝扮的多采多姿。   

    預約熱氣球自由飛空中遊覽，體驗

接近30分鐘的天際夢幻旅程。 

 

                                                                                                                                                                                            

 

 

 

 

                       

       

  

 

 

 

 

 

 

 

                    館支  江慶峰 

           到過土耳其的親友，包括到土耳其度蜜月的侄兒告訴我們，到土耳其旅遊帶給他們許多驚喜，不管是特殊的地形地貌、濱海渡假的慵懶氣息、

馥郁的文化遺產、友善好客的民風，都留給他們相當美好的印象，這些推薦促成了我們在 6 月間的土耳其飛天遁地逍遙遊。 

          搭乘熱氣球，在卡帕多奇亞的天空自由翱翔！ 

        清晨三點半，在睡眼惺忪的狀態下，搭著小巴抵達了一個空曠的草地，這裡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遊客，

在享用簡便早點的同時，躺在地上的熱氣球緩緩充氣準備，最後一個個十層樓高的熱氣球聳立在我們面前。   

    二十幾個人陸續爬梯進入籐籃中，駕駛員熟練地拉繩噴火，在火焰的呼呼聲中，熱氣球平穩地飛上青天。

數以百計的彩繪熱氣球從荒野同時升空，與卡帕多奇亞的自然美景組成一幕熱鬧的嘉年華會！ 

    熱氣球駕駛巧妙地控制熱氣球高度，讓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欣賞卡帕多奇亞這讓人驚奇的美麗大地。先在低

空盤旋，欣賞地面那些如波浪般的壯觀岩石、泛著閃亮光澤的玫瑰谷...等等，後來越飛越高，看到的景色也

越來越壯闊，偶爾飛進潔白的雲朵裡面，感覺在夢境中一般。 

    在熱氣球上看日出，是個奇妙的經驗。層層山巒被絲絨般的雲海包圍，天空被暈染成漸層的橘紅到橘黃，

太陽就像一顆耀眼的蛋黃蹦一聲就跳了出來，整個過程非常浪漫。 

    接近一小時的飛行後，熱氣球神乎其技地降落在一台拖車上，就近在落地點開香檳、乾杯慶祝，並且領取紀念性十足的飛行證書！  

          穿梭石林漫遊，在「風化區」閒逛，鑽入地底探險 

    卡帕多奇亞南邊的埃爾吉亞斯山和哈桑山以前是活火山，百萬年前火山爆發，噴發出的火山熔岩有些是較

鬆軟的凝灰岩，有些是較堅硬的玄武岩，經過自然風化與雨水侵蝕，鬆軟的凝灰岩剝蝕殆盡，比較堅實的玄武

岩殘留了下來，就形成了卡帕多奇亞地區千姿百態的天然石雕，有蜿蜒綿長的岩石褶皺，有溝壑縱橫的峽谷，

有的像是精靈煙囪的蘑菇、昂然站立的駱駝以及尖塔一樣的石筍和石柱。 

    凝灰岩鬆軟，很容易挖掘而形成住居或避難場所，有些山就被挖出了許多洞穴，聽說裡面冬暖夏涼，許多

洞穴現在都還有人居住，我們還到一戶安曼先生的洞穴屋裡面喝茶、聊天。 

    公元 6世紀時期，基督徒為了躲避穆斯林的迫害而逃到這個地方，並於地下挖掘避難場所。我們參觀的凱

馬克勒地下城，深入地下約 4 層樓，通道相連，如同地下迷宮，據說可供 400 多人在此生活 3 個月以上。不過，

若非逃難，沒有人會想住在這不見天日的地方吧！ 

    晚上住的是仿岩穴旅館，岩石雕鑿的牆面看起來特別有味道，體驗山頂洞人的感覺。 

          棉堡，一座彷彿覆蓋著棉花的白色夢幻城堡 

    土耳其有個傳說，英俊的牧羊人安迪密恩為了與希臘月神塞尼妮幽會而忘記擠羊奶，使得恣意橫流的羊奶

覆蓋了整座丘陵，形成了夢幻般的棉花堡。 

    這片鬼斧神工的地形來自大自然的巧手，含鈣的溫泉水以35度高溫從地底傾瀉而出，沿著地形流動的過程

中逐漸冷卻，最終如瀑布一般順着陡峭的小山丘流下，沉澱出閃爍著白色光芒的石灰岩層，遠望有如一座白色

的棉花城堡。 

    岩層與溫泉水長年的交互作用下，形成一個個小池塘，如雪白棉花般層層堆疊的梯田。我們脫掉鞋子，小

心翼翼地赤腳感受這看似棉花般柔軟，實為石灰岩地形的踏實感。 

          古蹟巡禮 

    參訪希臘羅馬古典文明最令人驚豔的聖經名城─艾菲索斯，走在大理石鋪面的街道上，從大大小小的石頭

遺跡中辨識著曾經是市集、神殿、圖書館、、等建築，頗有昨是今非的感覺。 

    阿斯潘多斯劇場是全世界保存最為完好的羅馬劇場，依山而建，呈半圓形，這樣的聲音傳遞效果相當好，

站在前方的舞台說話或唱歌，觀眾席的每一個角落都可以聽得清清楚楚。經過整修後，在特殊節日會有歌劇或

音樂在劇場演出。 

          體驗不同的風俗民情 

    土耳其的穆斯林是虔誠的，在清真寺做禮拜之外，每天五次，從叫拜塔喇叭傳出陣陣喚拜聲，呼喚教徒放下手邊的工作，向著麥加的方向膜拜。 

    土耳其的民眾是熱情的，我們遇到兩場婚宴，參加的賓客都盛裝打扮，晚上 8點多婚宴開始，之後熱熱鬧鬧地跳舞到晚上 12點才結束，喇叭

聲大到幾條街外都聽得到。 

    喜歡逛街購物的朋友，一定會喜歡土耳其的有頂大市集，這是中東最大的市集，至少有三千家以上的土耳其傳統商店，共有二十多個出口，馬

賽克燈具、土耳其藍的各式陶瓷器、色彩繽紛的香料、琳瑯滿目的紀念品，讓人大嘆帶的現金不夠多。 

          雖然土耳其的旅程很快就結束了，那些美好的景物將會長遠而鮮明地留在我們的腦海中！  

108年7月14日  館支小組會議暨聯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