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員、增緣、增援、增圓 
 

 

姓 名 ： 陳木欽 社 名 ： Navigare 

出 生 ： 54 年 8 月 10 日 職業分類： 成衣銷售 

夫人姓名： 吳佳芳 

夫人生日： 51 年 2 月 15 日 結婚日期： 80 年 3 月 10 日 

服務單位： 紳采國際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二段 245 號 

公司電話： 8262-3578 公司傳真： 2270-0198 

行動電話： 0983-314-039 

住家電話： 2261-2935 夫人行動： 0983-314-013 

住家地址： 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二段 245 號 

介 紹 人 ： 邱顯清 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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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6 月 13 日  第 1463 次例會 

 

 此次例會為前社長日，由與會前社長們當場

抽籤決定職務為大家做良好的示範外，更讓

前社長們重溫舊夢也增加例會趣味性。 

 社長 P.P.ENT 鳴鐘開會。 

 聯誼 P.P.Tony： 

歡迎 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中

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沈芯菱小姐、蔡涵

亦小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P.AL 夫人、Tom 夫人、P.P.Wood 夫人、

P.P.K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Tiger、Hero，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1) 六月二十日(星期六)中午例會，適逢端

午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2)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中午例會，社務

討論會。 

(3) 社長 Otoko 宴請「感恩餐會暨新社友陳

木欽入社儀式」謹訂於六月二十九日(星

期一)晚上六時假板橋擔仔麵餐廳舉

行，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P.P.George 介紹專題報告之二位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 

影響總統施政民意因素在重大

事件中之探討 
 

 

 

 

 

 

 

 

 

 

 
 

郭道明碩士班獎學金-國立台灣大學新聞研究所 

沈芯菱小姐 

不同選民在不同事件中，對總統施政的滿意度、

信任度、未來信心度之差異。 

影響滿意度因素探討 

1. 在職時間： 

(1)任職越久，滿意度越低 

(2)與時間無關，而是事件因素 

2. 經濟環境：差異是否顯著尚有爭論 

3. 社會事件：有顯著差異 

4. 政黨傾向：選民和總統是同個政黨時，比不 

同政黨滿意 

5. 省       籍：外省籍選民則比其他族群更傾 

向支持國民黨 

6. 性       別：女性比男性，滿意度高 

7. 年       齡：年紀越大，滿意度越低 

8. 教育程度：教育程度越高，滿意度越低 

9. 居住地區：濁水溪以南多為泛綠支持者，滿 

意度較低 

影響政治信任度因素探討 

1. 政  黨：選民較信任同政黨的政治人物 

2. 性  別：無顯著差異 

3. 年  齡：年紀輕較不信任 

4. 教  育：高教育者對執政者較不信任 

「信任」（Trust）≅ 「信心」 （Confidence） 

信任度（現在式）、未來信心度（未來式） 

國內相關研究 

1. 陳世敏（1991）性別、籍貫無明顯差異，滿

意度與年齡成正比、教育程度成反比 

2. 王旭（1998）出訪與滿意度有顯著正比 

3. 周祖誠（1999）任職越久越不滿意、失業率、

民生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率、換行政院長無

顯著相關 

4. 白瑋華（2005）任職越久、經濟越壞、負面

事件越多，滿意度越低 

5. 曾秀霞（2005）政黨、居住地區有顯著差異 

6. 林修全（2013）陳水扁任職越久滿意度越低、

馬英九任職時間與滿意度無顯著關係。兩人

皆受政黨認同、事件衝擊影響 

研究設計與方法 

實證研究、多元迴歸分析、次級資料 

TVBS 民調特性： 

1. 問卷調查即時性 

2. 評價題目多樣性 

3. 人口變項完整性 

篩選事件特性： 

1. 涵蓋滿意度、信任度、未來信心度 

2. 具十篇以上報導、事件完整脈絡 

問卷重新編碼 



研究發現與討論  

美牛(民生)事件、仁誼（外交）事件、林益世（司

法 )事件、服貿（兩岸）事件 

1.不同人口變數在不同事件中對總統滿意度的

顯著結果分析 

2.不同人口變數在不同事件中對總統信任度的

顯著結果分析 

3.不同人口變數在不同事件中對總統未來信心

度的顯著結果分析 

論瓦・拉斯普京文學作品中的河

流形象 
 

 

 

 

 

 

 

 

 

 

 
 

張富逸碩士班獎學金-國立政治大學斯拉夫語文

學系 蔡涵亦小姐 

俄羅斯近代鄉村文學運動 

流派之興起：1960 -1980。 

作品敘事主軸為 20 世紀的俄國鄉村人物與命 

運。 

作品風格以懷舊情懷為基調。 

表露對於人文與自然的關懷、重新省視人與自

然之間的關係。 

瓦・ 拉斯普京 

俄羅斯文學家瓦・拉斯普京從事寫作已逾五十年，

其作品自1960年被譯為世界各國語言相繼出版，

相關研究學者將拉斯普京的作品視為現代俄羅

斯文學的經典。 

在其文學作品中，河流為重要敘事要素、象徵與

場景。一生致力於河流生態的保護，是俄國近代

重要的生態運動家之一。 

河流在拉斯普京作品中的哲學意義 

分界–生與死、內與外、善與惡。 

人物、鄉村、時代的命運。 

與人亦敵亦友的關係。 

安加拉河： 

安加拉河在拉斯普京作品中佔有獨特的地位，其

因與作家之出身還有社會經驗有關。 

在西伯利亞發展歷史上，安加拉河也具有其重要

意義。安加拉河自古以來是俄羅斯西北部與東南

部相互聯繫的重要交通幹道，人們藉由河流擴展

軍事領域，哥薩克人、軍閥、蘇聯內戰期間的白

軍農民、被流放的罪犯、移民等皆透過安加拉河

上進入西伯利亞地帶。 

安加拉河的歷史與西伯利亞農村的命運與俄羅

斯發展史皆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二十世紀中蘇

聯在安加拉河上蓋起三個大型水力發電廠，分別

為伊爾庫茨克水電站、布拉茨克水電站、烏斯季

伊利姆斯克水電站。而告別馬焦拉中的鄉村正處

於中間地帶，並在小說中被河流淹沒。對於拉斯

普京來說，自小生長的農村因水力發電廠建造工

程而消逝在水中，無非是一大傷痛。 

此外，安加拉河對拉斯普京有另外一層意義。安

加拉河反映出西伯利亞近代嚴重的生態環境問

題，是作家畢生致力投入的議題之一。水力發電

廠的建造不僅破壞當地生態平衡，沿岸的工廠也

對水質造成嚴重的污染。 

結論 

拉斯普京不僅是近代俄羅斯文學巨擎，透過對其

作品的認識，更能窺探俄國近代人文發展之脈絡

與傳統文化的變遷，其人文思想的深厚與寬廣，

引領現代讀者重新回到十九世紀俄羅斯作為經

典世界文學的時空，並在自然與生態省思上，挖

掘出更深層的意義。 

 社長 P.P.ENT、社長 Otoko、P.D.G.Trading

夫人郭林美惠女士代表頒發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會五月、六月份獎學金、小社旗予沈芯

菱小姐，期勉她在學業上能更上一層樓。 

 社長 P.P.ENT、社長 Otoko 代表頒發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六月份獎學金、小社旗予蔡涵

亦小姐，期勉她在學業上能更上一層樓。 

 出席 P.P.King、糾察 P.P.Wood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P.P.ENT 鳴鐘閉會。 

 

111 光耀扶輪慶功晚宴 

時間：7月 9日(星期四)下午 4:30 報到 

地點：台北典華飯店大直旗艦館 6樓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邱明政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七日 

第 146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四日 

第 1466 次例會 

【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2014-2015 年度感恩餐會暨

新社友陳木欽入社儀式 
時間：6月 29 日(星期一)18:00 

地點：土城擔仔麵餐廳 

備註：社長 Otoko 伉儷敬邀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參與。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06月13日   第146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177,567
ENT 3,000 Tea 1,000
Herbert 6,000 Tiger 2,000
Hero 2,000 Tom 2,000
Jason 2,000 Tony 1,000
King 500 Trading 2,000
Otoko 1,000  
小計：     $22,500 總計：   $1,200,0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1,239,600
Herbert 20,800 Coach 5,200
Frank 5,200  
小計：     $31,200 總計：   $1,270,800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夫人(35.07.02)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06月13日   第146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Bright、Dental、Duval、 

Herbert、Jason、Kevin、Lawyer、Picasso 

三、祝您一路順風! 

AL、Shige、Stock、Tiger 
 

友社授證、交接 

【鶯歌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6月 30(星期二)17:30 
地點：水產大餐廳 
【板橋南區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6月 3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7 月 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頂鮮 101 美景餐廳  
【板橋扶輪社就職典禮】 
時間：7月 2日(星期四)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土城山櫻扶輪社交接典禮】 
時間：7月 7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