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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25次例會）

上週出席報告（1/14）

主講人： 吳思瑤 小姐

社員總數
78

講 題： Real Local 地方創生在台灣
學 歷：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出席人數
32

補出席
3

出席率
62.50%

請假缺席24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2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輔仁大學西語系、日語系文學雙學士
經 歷： 連任三屆台北市議員（第10~12屆）
第9屆立法委員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14）

台北市議會民主進步黨團總召集人
台北市議會教育文化、財政建設、工務委員會召集人
台北優質生活文化協進會理事長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大灣文子 小姐－主講人
王裕生 先生－Sam社友來賓
李明峻 先生－PP S.R.來賓

美國國務院政治菁英領袖計畫台灣政界代表

二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現 職： 第10屆立法委員
時
地
費
※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
介紹人：Terry社友

本週喜慶社友（1/21~1/27）
張丁山（Sam社友）生日快樂
劉素貞（PP James）夫人生日快樂
劉璦玲（Bruce T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陳宏名（Peter社友）與高秋鴻女士結婚46週年
紀念日快樂

間：2021年2月3日（星期三）12:00開球
點：桃園球場
用：NT$2,650 all in
二月份高球例賽配合農曆春節，提前一週舉行，敬請各位
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1/24
1/25
1/27

下週節目預告（1/28）
月底例會：職業服務楷模表揚活動

上週捐款報告（1/14）

1/24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9,500
承上期
承上期
735,654
合 計
745,154
總 計：1,318,069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上週喜慶社友們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5,000
51,500
56,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0,500
承上期
383,500
合 計
394,000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572,915

41,000
235,000
276,000

最親近的沖繩－您可能不知道的小故事
主講人：大灣文子 小姐
各位中午好，我是大灣文子，中文名字是董小文，本
身也住在天母。剛才也介紹過了，我的爸爸是台灣人，媽
媽是日本人，我出生在台北，然後就到處遊蕩，現在又回
到台北。因為去年一整年都沒有辦法回日本工作，所以當
了蠻久一段時間的無業遊民，今天很榮幸能在這個地方跟
大家介紹一下我媽媽生長的地方－沖繩。不知道在座有多
少人去過Okinawa？應該很多人都去過了，謝謝，也希望大
家之後也能多多造訪，幫忙振興一下沖繩的經濟。
沖繩目前的人口數大約是145萬左右，其實沖繩的人口
一直在增加，原因有很多，除了沖繩的出生率較高外，日
本之前發生東北大地震後，也有很多人因此搬到比較沒有
天災的沖繩去。由於沖繩的移民率變高，所以當地的房地
產也被炒的比較高。沖繩是由許多島嶼組成，大大小小一
共有113個島，其中只有26個是有人島。大家去過沖繩就知
道，當地收入主要是以觀光為主，目前已經有超過5萬間的
飯店和民宿，去年以前還只有48,000間，等於一年內就增
加了2,000間，成長速度非常驚人。其實這些飯店也有不少
是外資，像是台灣也有飯店業者在沖繩經營飯店，其他像
新加坡、香港、韓國等地的飯店業者也都陸續進駐沖繩。
根據統計，沖繩一年的觀光客人數高達900萬人之譜，
原本預期2020年就可以突破1千萬人，可惜因為疫情的緣故
沒能達成，希望明年還能有機會。其實在疫情期間，沖繩
的住房率也曾經高達97%，因為政策規範使得大家不能出
國，所以都跑到沖繩去渡假。但也因此導致原本疫情並不
嚴重的沖繩疫情升溫，像光是昨天一天就有66人確診，目
前已經累積有6,000人遭受感染。
沖繩的美麗海水族館因為一整片玻璃觀景窗寫下金氏
世界紀錄，它最有名的就是每天下午15:00的餵食秀，會吸
引大批觀光客參觀。沖繩最著名的就是海灘，以前大都市
的日本人很奇怪，過年都喜歡去夏威夷，覺得那好像是身
份地位的象徵－有錢人就是要去夏威夷過年；但是最近幾
年這個趨勢已經改變，有錢人都改跑到沖繩過年。事實上
沖繩的消費現在也越來越高，最高級的飯店套房住宿一晚
就要日幣80萬元，像星野集團也在沖繩開了新的渡假村，
一晚要價也在10萬日幣以上，最高級的房間聽說更要價30
萬日幣以上。
不知道各位曉不曉得其實空手道是從沖繩傳出來的？
有一部美國電影叫《The Karate Kid》講的就是空手道的故
事，裡面那位教授主角空手道的師父就是沖繩人。空手道
以前又名「唐手」，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沖繩興建了一
座空手道會館，每年都會邀集全世界的空手道選手來此交
流。
沖繩還有另一項金氏世界紀錄，那就是一年一度的拔
河大會。以前這項拔河活動是琉球王國用來占卜來年吉凶
的，但現在變成是一件可以為自己帶來幸運的事情，所以
大家每年都會去參加拔河，之後可以把一小段拔河繩帶回
去，據說放在玄關就能驅魔避邪。

沖繩人的飲
食習慣和台灣人
比較相近，豬肉
的消費量是日本
第一，約是日本
平均的1.4倍。
在沖繩，一隻豬
從頭到腳都可以
拿來食用，這也
是沖繩特有的文
化，在日本其他
地方都看不到。記得之前我在東京讀大學時有一次很想吃
豬肉，特別是腮幫子這邊的肉特別好吃，所以就請在沖繩
的朋友幫我寄來，結果他寄了一整顆豬頭過來，學校的人
都嚇死了，甚至還有人報警。沖繩當地最有名的豬就是
Agu，稱之為「阿古豬」，牠跟伊比利豬一樣，是全世界僅
剩少數幾種原始豬種。阿古豬的定義有明確的規範，要有
多少比例以上的血統才行。聽聞李登輝前總統曾經在陽明
山上找到阿古豬血統的豬，現在花蓮進行實驗，但就我所
知，那豬其實是有朋友幫他帶進來，並非台灣原產的。
沖繩人spam（午餐肉罐頭）的消費量位居全球第三，
其實日本其他縣市並沒有吃spam的習慣，這主要還是美軍
帶進來的生活習慣，因為二戰之後物資缺乏，所以沖繩人
也就養成了吃spam的習慣。還有幾家速食店全日本只有在
沖繩可以看到，其實很多美國速食店想要進軍日本都會優
先考慮到沖繩試試水溫，因為日本各地的觀光客都會到沖
繩來，所以可以測試日本人對該商品的接受度高不高，加
上沖繩有美軍基地駐紮，所以對外來食品的接受度、開放
度也遠比日本其他縣市要更高。
接下來這也是個敏感的話題，眾所周知，沖繩當地
的美軍基地很多，全日本有70%的美軍都在沖繩縣境內。
美軍對外公佈的官方統計數字是25,000人，但根據小道消
息，人數應該已經突破4萬了。在橫濱的美軍主要是以空軍
為主，在沖繩的則是以海軍為主。因為美軍基地的存在對
沖繩文化造成了強烈的影響，所以美軍基地的存廢一直是
當地懸而未決的議題。沖繩當地人的年所得位居日本倒數
第一，平均只有320萬元日幣左右，對比東京的年收平均
540萬日幣，差異頗大。因此沖繩當地的縣稅收入也相對
較少，還須仰賴美軍基地來養，因為只要美軍基地存在一
天，中央政府就會額外補貼沖繩一筆費用。沖繩的馬路之
所以非常漂亮也是因為他們有能力可以一直翻修馬路。
雖然美軍基地確實帶給沖繩縣很多幫助，但他們的犯罪
率特別高，這也是沖繩當地民眾一直反對美軍基地的理由。
其次就是美軍造成的航空事故一年就有750件，美軍訓練
時，飛機常會掉落物品砸傷學校和造成人員的傷亡。包含竊
盜、強暴的犯罪案件一年也有6千件，而沖繩當地沒有權利
可以制裁這些罪犯，他們只能被送回美國處置。另外，美軍
因開車不慎引起的交通事故頻傳也讓沖繩人感到非常頭大。

R ot a ry O p en s Opportunitie s 扶輪打開機會

雖然沖繩人的年平均所得敬陪末座，但是日本年收入
破千萬的富豪排行榜當中，沖繩竟然也能擠進前十名，這表
示有很多隱藏的有錢人住在沖繩，這些人都是租地給美軍的
地主，所以如果美軍離開沖繩，他們應該也會感到困擾。美
軍提供了沖繩很多工作機會和經濟來源，但同時也帶給沖繩
很多犯罪和事故，我想這應該是個永遠無解的難題。
沖繩具有獨特的傳統文化，像其中的鎮魂舞就很特
別，這個舞蹈的名字聽起來雖然有點嚇人，但其實是與祭祖
有關的活動。因為沖繩人非常敬畏祖先，他們會集合家族成
員在祖先的墓地前面喝酒、吃肉、唱歌、跳舞，為的就是要
讓祖先和逝去的親人仍能與他們同樂。
平心而論，沖繩是個物資缺乏的地方，尤其夏季的蔬
菜和水果更是稀少，需要由日本其他地方運送過去，但運費
又相當驚人，甚至比從台灣運過去還要高出許多。因此沖繩
也在考慮跟台灣合作，引進台灣的農業技術並且輸入一些台
灣的農產品。沖繩之前為了吸引外商投資，設置了很多補助
措施，例如外商聘請二名以上的日本員工，政府就補助一半
的員工薪水，或者關稅和運費其中之一由政府吸收等等。之
前也有一位台商去過沖繩投資，可惜只持續了五年就終止
了，或許各位有機會也可以考慮一下投資的可能性。
沖繩之前是琉球王國，經過日本薩摩藩的侵入後才變
成是日本的一部分。琉球王國本來是個獨立的國家，據說在
1600年時人口有10萬人，併入日本後經歷了二次大戰，戰
後有8萬人離開了沖繩，其中很多都來了台灣，其他則遍布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Arch、
Bruce、Defender、Noar、Ocean、Philip、Sam、Smart、
S.R.、Taipei George
△ 歡迎主講人大灣文子小姐蒞社演講，必定精彩：Brian、
Bruce、Gene、John、Oculist、Philip、Sam、Smart、S.R.
、Taipei George
△ 謝謝George送的持續做愛不會老：Call
△ 歡迎Sam友人王裕生總經理蒞社訪問：John
△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歡迎才貌雙全的大灣文子小姐蒞
社演講：K.P.
△ 祝賀PP Oculist九五耄耋之年，南山之壽；PP Call、P Bruce
、Paul、Tony Tsai喜慶快樂：K.P.
△ 感謝PP S.R.邀請大灣文子小姐蒞社分享沖繩故事：Patrick
△ 補賀2021年新年快樂及1919幸福巴士圓滿成功！William
※ 高球捐款：
△ 恭賀Sam高球破9！Insurer（NT$2,000）
△ 恭賀Sam社友正月高球例賽斬獲佳績，突破90門檻，祝今後
高球人生更上一層樓，也感謝昨晚宴請各位社友：John
（NT$1,000）
△ 昨日高球例賽，小弟與PP George、PP Frank、Vance同組
加持，擊出生平最佳成績，PP George開金口，終於破9，感
謝眾社友的鼓勵：Sam（NT$2,000）
※ 獎助金捐款：
△ PP Oculist、PP Call、Paul社友夫人生日快樂；社長、Tony

世界各地，像是南美就有非常多的沖繩人。五年前，他們
曾經舉辦一次全世界沖繩人回家的活動，反應非常熱烈，
當時共有100萬的沖繩人攜家帶眷飛回來，街頭天天爆滿，
聽說他們計畫以後每七年就要舉辦一次。
剛才提到二次世界大戰，沖繩是日本唯一一個有陸
上戰役的地方，其他地方主要都是遭受空襲，不像沖繩有
美軍登陸。所以從小我們就被教導，我們踏出的每一步都
要想著是踩在祖先的身上，可以想見當時戰況的慘烈。戰
後，美軍留下了很多東西，像是可樂的玻璃瓶，沖繩人發
揮了創意把這些玻璃瓶熔掉，變成了今天沖繩有名的玻璃
飾品原料。
大家知道日本有名的大賣場「唐吉軻德」為什麼可以
這麼便宜嗎？原因是他們把物流放在台灣，大陸則有他們
的倉庫，所有的東西都經由台灣運到沖繩，所以他們可以
省下很多的運費，比起從大阪、東京到沖繩便宜很多，讓
他們有機會把價格壓低。現在沖繩縣政府也在推廣，想將
沖繩變成一個物流中心，也有提供多項的補助方案，如果
各位有興趣，歡迎跟我討論一下，我可以提供更多的資訊。
現在台灣有很多學校也都努力跟日本的學府進行交
流，像大葉大學還到與那國島設立分校，目前已經開始招
收學生。現在有不少台灣人移民到石垣島居住，也將鳳梨
的種植技術引進到沖繩，我想今後台灣和沖繩間的各項交
流一定會更加密切。以上就是我今天簡單的報告內容，謝
謝大家！

Tsai週年快樂！Bruce T（NT$500）
△ 祝大家新年快樂，疫情快快過；謝謝大家的祝福：Call
（NT$20,000）
△ 歡迎Sam的來賓王先生，希望趕快加入天母社：Defender
（NT$500）
△ 祝賀喜慶社友永遠健康、快樂：Gene（NT$1,000）
△ 祝喜慶社友健康快樂！Ocean（NT$1,000）
△ 謝謝大家的祝福，並祝本週喜慶社友PP Call、Paul社友、
P Bruce暨Tony Tsai社友快樂！！Oculist（NT$5,000）
△ 歡迎主講人蒞會；恭祝本週喜慶社友：Oliver（NT$10,000）
△ 內人生日，感謝各位社友的祝福！Paul（NT$2,000）
△ 慶祝PP Oculist、PP Call生日快樂；Bruce社長、Tony Tsai婚
慶幸福永久：Porcelain（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賀PP Oculist、PP Call、Paul社友夫人生日快樂及P Bruce
結婚24週年紀念日快樂、Tony Tsai社友結婚33週年紀念日快
樂！Casting（NT$1,000）
△ 歡迎相撲協會李秘書長與大灣副秘書長蒞社指導！George
（NT$3,000）
△ 祝大家四季平安、事事如意：Oculist（NT$5,000）
△ 歡迎李明峻先生蒞社介紹美麗的主講人大灣小姐：S.R.
（NT$500）
△ 祝福PP Oculist大老青春永駐，長生不老：Taipei
George（NT$1,000）

元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
地
出

間：2021年1月14日（星期四）2:10PM
點：大倉久和飯店•3F久和廳
席： 楊文宗 賴聰穎 侯舒文 陳柏良 王冠敦 張榮輝
劉學昇 林寶德 黃三榮
請假缺席：郭啟南 郭秋晨 沈俊甫 魏道佐
列
席：褚繼堯 陳宏名 林添貴
主
席： 楊文宗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本屆女賓夕晚會已於2020年12月19日（週六）圓滿
舉行，當日共有89位社友、寶眷暨來賓出席。
2. 職業服務委員會訂於2021年1月28日（週四）月底例
會上舉行職業服務楷模表揚活動，公開表揚六位由

中華民國聽障人協會推薦的手語翻譯員及同步聽打
員。
3.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預定於2021年1月28日、29
日（週四、週五）兩天與國立台灣歷史博物館合作
《行腳台灣．圓夢計畫》，安排屏東縣潮州國小師
生北上進行課外教學活動。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三十九屆（2020.7.1~2020.12.31）財務報表，提
請審核案。
決議：通過。
2. 地區來函請各社提送2021年地區年會提案，提請討
論案。
決議：今年不提案。
戊、臨時動議：無

第三分區聯合服務活動：樂山教養院有藝無礙專業療育支持計畫
由本社社區服務委員會主辦，第三分區各友社參與協辦的「樂山教養院有藝無礙專業療育支持計畫」捐贈儀式已於
2021年1月19日（星期二）上午圓滿舉行，當日各社共有15位社友參與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