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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788次例會）

國際服務：GG1860355-VTT研討會

主講人：吳昆民 董事長（北區社PP Farmer）
講題：食物旅程
學歷：國立中興大學畜牧系畢業
國立台灣大學科技農企業經營管理菁英班結業
現職：祥圃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磐石 聯誼會 總會長
台北市生命線協會 名譽理事長
台北市飼料及動物用藥商業同業公會
名譽理事長
財團法人李崇道博士基金會 董事
中華民國養羊協會 理事
扶輪經歷：2002-03台北市北區扶輪社社長
2005-06國際扶輪3520地區
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介紹人：PP Universal

時
地

間：2018年3月10日（星期六）09:00~17:00
點： 集思交通部國際會議中心•國際會議廳＞台北
市杭州南路一段24號 （鄰近捷運新蘆線〔東門
站〕1號出口、板南線〔善導寺站〕5號出口）
※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一同分享此次日本研修活
動成果！

第三分區聯合例會通知
時間：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12:30
地點：台北世貿聯誼社＞
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33F
主講人：謝金河 先生（財訊傳媒董事長）
講題：2018年全球與台灣經濟展望
※ 原訂3/15（星期四）舉行之中午例會改與聯合例會合
併！

本週喜慶社友（3/1~3/7）
張元宵（Attorney社友）生日快樂
王國添（Tim社友）生日快樂

農1/15
3/5

三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間：2018年3月20日（星期二）12:42開球
地點：美麗華球場
費用：NT$3,350 all in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美哉・福爾摩沙《台灣歌•台灣情》音樂會
時間：2018年3月24日（星期六）13:30~16:00
地點：台北巴赫廳＞台北市民權西路53號B1
表演者：簡上仁、女高音 張琳林、女高音 蔡澐宣、
男中音 趙方豪、天欣社 PE Cathy等
※ 節目精彩，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當日踴躍出席！！

▲上週兩位PP一同分享社友們的生日祝福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2/22）

上週出席報告（2/22）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33

3

66.67%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6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陳品妍（Rafa）－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陳家思（Delilah）－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江璐希（Lucie）－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張迪倫（Dylan）－2017-18年度RYE Inbound學生

扶輪改善世界

菲律賓Marikina West姊妹社來訪接待活動一覽表
日期

時間

地點

活動

備註

桃園國際機場•第一航廈入境
大廳

接機

航班：CI 702

17:00

彭園林森店（林森北路369號）

會前會

出席人員：36及37屆社長、秘
書長、國際服務主委、姊妹社
主委等

18:00

彭園林森店（林森北路369號）

Welcome Party

迪化街導覽＞馬來亞餐廳午餐（
長安西路287-2號）＞三井Outlet

City Tour

4/17（二） 13:00

4/18（三） 10:00~17:00
18:00
4/19（四） 10:00
18:00
4/20（五） 10:00

建國啤酒廠•346台灣啤酒吧（伊 Fellowship Party
通街1號）
漁村自由行

姊妹社自行規劃

台北喜來登飯店•B2福廳

本社授證36週年紀念
晚會

華泰王子大飯店大廳

送機

航班：CI 703

※ 敬請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出席以上各項活動！！

2018年地區年會「扶輪家庭之夜」晚宴
時
地
說

間：2018年4月14日（星期六）18:30~21:00
點：圓山大飯店•12樓大會廳
明： 首屆年會宗旨「溫暖感動、家人團聚」，誠摯
邀請各社友、寶眷參加，晚宴節目特別邀請3
個長期受本地區扶輪社贊助與關懷的服務團體
蒞臨表演；除了服務團體也邀請扶輪服務夥
伴-扶青團集結各團優秀人才，搶先於地區年

會表演原創舞台劇中精彩片頭歌舞秀；以及年
會歌詠比賽優勝者美聲獻唱；RYE學生帶來熱
鬧滾滾和震撼全場的舞獅、擊鼓表演；總監全
家精彩演出，多元化的節目內容呈現扶輪大家
庭的緊密連結與歡樂嘉年華會。
※ 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請逕洽秘書處報名！

2018年地區年會手冊廣告和職業分享刊登
說明：
一、2018年地區年會訂於2018年4月13日∼14日假台
北圓山飯店舉行。今年年會手冊提供10個頁面給各
社社友刊登廣告和會場電視牆職業分享，讓社友公
司、公益團體、社會企業公司透過此次機會，介紹
至全地區扶輪社友認識，廣告效果宏大，歡迎各社
社友踴躍報名登載！
二、刊登項目分為2種，相關資訊如下：
1.年會手冊廣告：
(1) 預計年會手冊份數：1800份
(2) 頁數及刊登費用：共10個頁面（內頁），每
頁新台幣NT$20,000

(3) 檔案尺寸：長20.6公分*寬10.6公分，解析度
300dpi以上
(4) 檔案類型：請提供印刷AI檔，並附加一份JPG
或PDF檔以利核對
(5) 收件窗口：請寄至喬登品紘-蘇先生，E-mail：
jordan.lan67@gmail.com，TEL：
(02)2511-9139 or (02)2531-7234
2. 社友公司、公益團體、社會企業公司職業分享（
可提供照片或影片）：
(1) 廣告位置：地區年會當天於圓山飯店崑崙廳
電視牆播放及本地區網站
(2) 刊登費用：每則NT$2,000

(3) 照片檔格式：JPG或TIFF，不接受Raw檔
(4) 照片解析度：數位檔案應具備800萬畫素以上
品質
(5) 照片尺寸：3360*2060pixel以上，橫式為主。
比例：16:9或3:2
(6) 影片長度：限於10秒以內，短片總長度包含
片頭片尾與黑畫面（如有，非必要元素），
以實際上傳總長度為準，超過10秒之影片將
視情況重新剪輯

例會捐款報告（2/22）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7,500
承上期
承上期
1,203,268
合 計
1,220,768
總 計：1,598,680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46,500

377,912

丁、獎助金捐款
IOU
11,600
承上期
508,100
合 計
519,7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3,500
承上期
242,300
合 計
245,800
△ 祝賀PP Ocean、PP Henry夫人生日快樂；PP
Lease、PP Universal結婚紀念日快樂！！Casting
、C.I.、Cory、Frank、Investor、James、John、
K.P.、Lio、Taipei George
△ 歡迎RYE Inbound學生蒞會：Brent、C.I.、Cory、
Investor
△ 回國禮物代金：Brent、James、S.R.（一年四次）
△ 祝賀所有社友新年好：Brent
△ 預祝STAR會議圓滿、順利：C.I.
△ 祝福全體社友與夫人新春喜樂、事事如意：C.I.
△ 狗來富，大家旺旺：Cory
△ 祝各位社友「犬哮豐年家家富，狗年健康旺財來」：
Brian
△ 祝全體社友2018年事業旺旺、子孫旺旺、身體健康、
平安順利！Frank
△ 大家新年好：Gene
△ 恭賀全體社友新春如意：Hank
△ 祝賀各位社友新春快樂：Investor
△ 祝各位社友新春大吉，健康快樂：James
△ 感謝PP Oliver擔任STAR訓練會議新春首位主講
人，分享「四大考驗心得交流」：John
△ 祝福新年迎春納喜，天母社運昌隆！K.P.
△ 新年新氣象，恭賀大家新春愉快，好運旺旺來：Lio
△ 2018狗年的第一次例會，特別向各位社友拜個晚年，
新的一年希望社友們身體安康、吉祥如意、家庭幸

(7) 影片檔格式：.mov或.mp4
(8) 影片解析度：1920x1080 (1080p)以上尤佳，
不限攝影器材種類或品牌
(9) 影片輸出比例：16:9（橫式）
(10) 收件窗口：請寄至地區年會成果展示委員會
主委 曾鴻翌CP Jacky（沐新社），E-mail：
jackykhc@gmail.com，TEL：0918-217-489
※ 以上廣告收件期限為2018/3/15，意者請洽秘書處登記！

福、事業順利！台北天母扶輪社在各位的參與和服
務中社運昌隆、欣欣向榮：Michael
△ 新春大家恭喜：Ocean
△ 大家新年恭喜，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Smart
△ 祝新年快樂、闔家平安：S.R.
△ 感謝社長支持參與GG1860355-VTT計畫，順利研
修歸國：S.R.
※ 獎助金捐款：
△ 謝謝社友對內人的祝賀，也祝賀PP Ocean、PP
Lease、PP Universal喜慶快樂：Henry（NT$3,600）
△ 祝各位親愛的社友新春快樂、闔家安康、財源廣進：
John（NT$1,000）
△ 欣逢生日，感謝大家的祝福！慶祝PP Henry夫人生
日快樂，PP Lease、PP Universal結婚紀念日快樂：
Ocean（NT$6,000）
△ 慶祝PP Ocean、PP Henry夫人生日快樂、萬事
如意；慶祝PP Lease、PP Universal婚慶，幸福長
久：Porcelain（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新年快樂！！祝各位社友們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Casting（NT$2,000）
△ 祝喜慶社友健康快樂：Gene（NT$500）
△ 敬祝PP Ocean八五大壽、PP Henry夫人生日快樂
及PP Lease與夫人、PP Universal與夫人結婚週年
紀念幸福快樂：Hank（NT$500）
△ 祝RYE Inbound學生例會報告圓滿成功：Taipei
George（NT$500）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人情留一線，日後好相看
意謂：做人不要太無情
2. 一人煩惱一樣，無人煩惱相親像
意謂：人皆有煩惱
3. 人牽不行，鬼牽溜溜走
意謂：不信真言，喜歡奉承的話

上週例會剪影

▲上週四位RYE Inbound學生蒞會領取零用金並進行學習心得報告

聯誼委員會：組團訪問明德社
時間：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12:30~14:00
地點： 台北世貿聯誼社＞台北市基隆路一段333號33F
主講：P Michael & PP S.R.
餐費：NT$900
※ 敬請各位社友踴躍參與組團訪問，還可順道補出席！

下週節目預告（3/8）
主講人：李雪莉 小姐
講題：尋找媒體的另一種可能--《報導者》的小革命
學歷：政治大學
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經歷：《天下雜誌》副總編輯與影視中心總製作人、北京特派
加拿大McGill大學、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人
參與網路公益媒體《報導者》創立
台大新聞所兼任助理教授
獲獎：亞洲卓越新聞獎人權首獎及調查報導首獎（2017）
台灣卓越新聞獎調查報導首獎（2017）
兩岸新聞報導獎平面專題獎（2016）
芝加哥電視新聞紀錄片優勝（2014）
曾虛白新聞獎電視深度報導獎（2013）
吳舜文新聞獎國際暨大陸新聞報導獎（2012）
出版調查報導專書《血淚漁場》Openbook年度十大好書
獎（2017，中文創作類）
現職：網路媒體《報導者》總主筆
邀請人：PP S.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