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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771次例會）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19）

月底例會

盧建彰 先生－主講人
陳松斌 先生－PP Cory來賓

本週喜慶社友（10/26~11/1）
10/26
10/27
10/28

邱創新（Jerry社友）生日快樂
侯舒文（Philip社友）生日快樂
郭啟南（PP Lease）生日快樂

※歡迎台北北區扶輪社組團來訪：
陳文佐（Solution）－社長
賴東明（PP Brain）－前社長
馬長生（PP Good News）－前社長
吳正吉（PP Neo Medi）－前社長
黃國欽（PP Red Heart）－前社長
林文進（PE Sam）－社長當選人
張家豪（Herry）－秘書長

下週節目預告（11/2）

▲上週喜慶社友Philip與Vance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0/19）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41

3

83.02%

請假缺席11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7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主講人：楊弘敦 先生
講 題：翻轉的年代－科技與教育觀點
學 歷：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物理學博士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物理系畢業
經 歷：科技部部長
國立中山大學校長
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理事長
行政院國科會副主任委員
行政院國科會自然處處長
國立中山大學理學院院長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系主任
現 職：國家研究院董事長
邀請人：Allen社友

扶輪改善世界

在你裡面的比世界更大
主講人：盧建彰 導演

大家好！每次遇到要自我介紹就覺得很好玩，我的名字
是我爸爸送給我的第二個禮物，第一個當然是我自己。從小到
大，我只要想選班長，從來沒有選不上的，因為每次新學期開
始彼此都不認識，我都會自我介紹：「大家好，我是盧建彰，
又盧又賤又髒」，馬上全班都會記得我了。我家就住在安平古
堡的西邊，當地稱為王城西，方圓一公里內大概全部都是盧
姓，我出門只要遇到長輩沒有打招呼，回家一定會被罵，因為
不管認不認識，一定都是親戚。很多人都說我們家族的人很膽
怯，所以從跟著鄭成功上岸歷經幾百年了，大家還是不敢離開
原址，我算是少數比較勇敢的，所以跑到台北來。
我在台北的工作主要就是廣告，之前在奧美廣告、智
威湯遜廣告當創意總監，後來當導演，工作其實只是我其中
一個身份，老實說我現在的正職是爸爸，其它都是副業。而
今天，就是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做這些副業的一些想法。不
過我先聲明一點，我講的話大家可以不要盡信，我只是喜歡
發掘問題，從小我就是個問題學生，後來變成一個問題廣告
人，現在已經是問題中年了。我認為台灣當代最大的問題就
是我們經常集體的沒有問題，我們時常刻意忽略或是不想面
對某些問題，但這並不是我們的錯，很多時候這其實是來自
於我們幼時的學習經驗。小時候上課，老師都會問大家有沒
有問題，大家一定都回答沒有問題，因為如果回答有問題可
能會耽誤到其他同學下課，再則如果你一直提出問題，老師
可能會覺得有問題的是你。
因為今天時間有限，就請大家直接觀賞第一則作品。其
實台灣相對於世界上許多國家而言，我們擁有的天然資源很
少，所以很多時候都必須靠自己，而靠自己最重要、最有效
的就是你的專業。現在很多年輕人對未來感到迷惘、憂慮，
問題是只停留在迷惘、擔心好像又沒有什麼用，用說教的方
式他們又很難接受，所以這則廣告選用的是年輕人熟悉的明
星，用「搶劫」這個主題詮釋其實搶我們的通常都是殘酷的
命運，但儘管面對大環境殘酷的考驗，仍舊有些東西是無法
被搶走的，譬如我們的專業。這則廣告在YouTube的瀏覽人
次超過百萬，Google還因此頒獎給TOYOTA，這對車商而言
是非常特別的事。
我要請大家看的第二則廣告是Google在美國本土以外
首次的作品。他們來找我的時候，告訴我他們想拍齊柏林，
剛開始我還誤以為指的是著名的搖滾團體「齊柏林飛船」，
後來才曉得指的是一位台灣攝影師。最早，齊柏林的作品在
±2度C就有展出，生態攝影界的人也都知道有這號人物，但
他本人非常低調。Google之所以想要拍他是因為他們覺得有
個人能對人類和這片土地有這樣的奉獻是非常精彩的。在此
之前，Google從未在亞洲區做過任何廣告，他們的廣告主訴
不是標榜Google是全世界最快的搜尋引擎，也不是Google什
麼都找得到，而是肯定一個人。在廣告拍攝之前，我和齊柏
林聊了很久，當時我心裡覺得他真是個瘋子，怎麼會有人想
到一個人用直昇機去拍攝台灣？因為機場受限，他只能從台
中清泉崗起飛，所以他如果要拍攝，必須一早04:00從景美出
門，花兩個小時開車到台中，再花兩個小時把鏡頭裝設到直

昇機上，他自己跟NASA
花三千多萬買了一顆鏡
頭。08:00再打電話去預
定拍攝的地點確認天候狀
況，萬一天氣不好無法拍
攝，這一整天就都泡湯
了，而且直昇機的費用還
要照付。這種工作換作是
我，我做一天就放棄了，所以你說齊柏林不是傻子嗎？但有
時又不禁要想，還好這世界有這樣的傻子。
齊柏林之前因為沒有名氣，所以募款很困難，但後來有
了這支廣告，他在募款時都會放給別人看，別人就知道他是
在做什麼的，加上片尾又有Google的加持，讓他募款變得順
利許多，因此他一直很感謝我，覺得我幫了他大忙。《看見
台灣》剛剪輯好時我就看過，當時他讓我猜影片裡拍攝的地
點，我沒有一個地方認得，事實上很多人可能對許多外國知
名景點非常熟悉，但對於家鄉這片土地卻十分陌生。當時我
看到片子的反應跟大家一樣：哇，台灣怎麼會有這麼美的地
方？！但同時也很難過有許多地方被破壞到體無完膚。
齊柏林的《看見台灣2》其實已經拍了一半，當時他還拉
到日本福島拍攝，因為輻射的關係，必須飛到高空6000公尺
以上拍攝。他還去中國拍了霧霾，因此讓很多在大陸有投資設
廠的科技大廠停止對他的贊助，他也因此開了記者會，沒想
到卻在兩天後意外走了。傳出這個消息時，我正在開車，外面
明明是大晴天，車內卻在下雨，可惜這麼重要、這麼好的一個
人離開了。但是以我對他的了解，他不會希望大家只停留在「
好可惜喔」，然後就繼續我們的日常生活，我覺得真的在乎一
個人是要在乎他所在乎的意義，他的離開才有意義。大家知道
嗎，原本日月光有包場要觀賞《看見台灣》，就在他們被高雄
地檢署搜索的同一天，後來緊急取消，因為得知他們正是影片
中的主角之一。我沒有要嘲諷他們的意思，其實這是台灣當代
我們每一個人都得面對的問題，我們都在努力拼經濟，努力為
下一代打拼，但如果沒有給他們一個還可以的環境的話，這樣
有錢沒命花也不是辦法。
我要請大家看的第三個作品本來是想請齊柏林配音的，
因為內容跟他注重的問題也很相關。廣告最後面的那張相片
是我的朋友，原本我們約好了要跨年，但聖誕節後他就先走
了，才42歲。他白手起家，事業非常成功，很快累積了不錯
的身家，他在健檢時發現得到肺腺癌，他用盡所有的標靶藥
物，甚至直接到瑞士的藥廠拿新藥當人體實驗，也採用過免
疫療法，儘管治療很成功，但也只維持了四年多。肺炎癌這
幾年對我們國力損傷非常大，全球多數國家的肺癌人口都是
下降的，唯獨東亞例外。
最後請大家看的作品就是金士傑的這支廣告，大家不妨
想想自己還剩下多少日子，未來應該做些什麼。我自己大概
還剩下八千多天，等於是用我的1/8000來跟各位分享，相信
這是值得的，因為各位一定會好好運用自己剩下的日子，給
我們的孩子帶來更好的日子。謝謝大家！祝福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10/19）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21,500
承上期
承上期
768,276
合 計
789,776
總 計：1,487,756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7,000
9,000
16,000

丁、獎助金捐款
現金
IOU
承上期
合 計

697,980

20,000
18,300
48,700
87,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9,300
承上期
141,500
合 計
150,800
△ 親善組團訪問台北天母社，祝天母社例會圓滿成功！北
區社社長Solution暨社友一行
△ 熱烈歡迎母社台北北區社組團來訪：Baron、Brian、Bruce、
C.I.、Cory、Hank、Jake、Lio、Noar、Oculist、Philip
、Porcelain、Sam、Smart、S.R.
△ 恭喜本週喜慶社友生日暨結婚紀念日快樂：Baron、Bruce
、C.I.、Cory、Gene、Hank、Jake、James、Jeffrey、
Jerry、K.P.、Lio、Noar、Ocean、Oculist、Porcelain
、Sam、Taipei George
△ 熱烈歡迎盧建彰導演蒞臨，演講精彩可期：Baron、C.I.
、Cory、Gene、Jeffrey、K.P.、Lio、Porcelain、S.R.
△ 回國禮物代金：Jeffrey、Joe、S.R.（一年四次）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快樂，秋高氣爽適合結婚、生小
孩：Brian
△ 預祝PP Lease盃順利成功：Cory
△ 熱烈歡迎才華洋溢、獲獎無數、台灣才子盧建彰導演蒞
社演講，精采絕倫、圓滿成功，絕無冷場！Jake
△ 歡迎輔導社扶輪先進蒞社指導：James
△ 歐洲旅遊返國：Jeffrey
△ 祝大家天天開心！Joe
△ 歡迎前社友PE陳松斌董事長回娘家：K.P.
△ 感謝社長盃兩天一夜泰安觀止活動圓滿成功，特別感謝參
與的PP及社友和高球主委PP Frank、節目主委Bruce、
聯誼主委Sam、秘書長Tim的細心安排：Michael
△ 熱烈歡迎母社北區社P Solution帶隊蒞臨本社指導，倍感
溫馨：Michael
△ 感謝社區服務主委Jake邀請大導演盧建彰先生主講「在
你裡面的比世界更大」，精彩可期：Michael
△ 例會超過買時間：Michael
△ 祝福本週喜慶社友，也感謝社友對內人的祝福：Philip
△ 天涼好個秋，大家一起秋：S.R.
△ 歡迎北區母社賢拜蒞臨指導：Tim
※ 高球捐款：
△ 祝賀PP Oliver千金永淨小姐于歸婚慶，圓滿幸福：
K.P.（NT$1,000）

△ 謝謝Michael社長盃豐盛招待：Smart（NT$1,000）
△ 恭賀社長盃圓滿成功，社長領導有方，社友及寶眷熱情
參與，PP Frank主委、Sam主委用心安排並感謝贈送小
弟紀念獎座：Tim（NT$5,000）
※ 獎助金捐款：
△ 純歡喜：Call（現金NT$20,000）
△ 歡迎主講人盧建彰導演蒞臨演講：Ocean（NT$500）
△ 上週我倆結婚68週年，感謝大家的祝福，並祝本週喜慶
社友暨夫人們快樂！Oculist（NT$6,800）
△ 社長盃主辦成功；感謝社友祝賀：Oliver（NT$10,000）
△ 歡迎PE前社友來訪：Porcelain（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感謝大家的祝福，祝大家健康、幸福、快樂！！
Oculist（NT$6,800）
△ 恭喜Philip社友夫人Monica生日快樂！Philip請準備大
禮：S.R.（NT$1,000）
△ 歡迎本週主講人盧建彰導演蒞社演講，精彩可期：
Sam（NT$500）
△ 熱烈歡迎北區母社蒞社指導：Taipei George（NT$1,000）

天母扶青團第621次例會
主 題：《天母扶輪uncle講座系列part 4》－
「輕鬆理財之先」
主講人：PP Investor
時 間：2017年10月27日（星期五）19:30~21:30
地 點：TRAVELER教育訓練室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50號B1
※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還可順道補出席！

美哉‧福爾摩沙：台灣母語〔講古會〕
時 間：2017年11月18日（星期六）14:00~17:00
地 點：MR. BROWN伯朗咖啡•中山三店5F
＞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6號（大同公司旁）
主 題：『生活日日詩』台語詩演
主 講：李勤岸 教授（師大台文系）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一同踴躍出席，共享台語的美妙之處！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濟人，濟福氣
意謂：農業社會，人越多越好
2. 膨風水雞，刮無肉
意謂：凡事虛有其表，浮華不實
3. 澎湖菜瓜，十棱
意謂：對碎碎唸之人，不勝其煩
※更正10/12諺語：

4. 媠塺無塊比，佮意較慘死
意謂：欣賞的角度隨人而異

Michael社長盃高球聯誼賽暨苗栗泰安之旅記要
今年度Michael社長盃高球聯誼賽暨兩天一夜的苗栗泰
安之旅已於2017年10月13日（週五）∼10月14日（週六）
圓滿舉行，一共有85位社友、寶眷暨來賓參與。儘管週五
上午出發時台北市區依舊是強風豪雨，但位於新竹的東方
日星球場卻是風和日麗，讓打球組可以盡情揮桿；而觀光
組走訪了明德水庫、苗栗特色館，去泰安豆腐街買豆乾、
吃臭豆腐，沿途也都沒有降雨，天母社友果然走到哪裡都
有天公保庇。

原訂在戶外舉行的社長盃晚宴與球賽頒獎因為擔心夜
間降雨，提前決定移師到泰安觀止6F的流雲餐廳舉行，大
家就在卡啦OK的助興下，共度杯觥交錯的愉快夜晚。週六
上午社友暨寶眷兵分二路，部份留在飯店繼續享受泡湯之
樂，部份則前往附近的泰雅文化園區參觀，恰巧遇到苗栗縣
政府舉辦活動，現場還臨時拱了PP K.C.上台致詞。午餐後，
又造訪了近來超夯的景點功維敘步道後，大家才開心賦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