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90 地區第 28 屆地區年會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表揚扶輪基金捐獻人】 

*時間：4月 13 日(星期五)17:30-21:00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 

【第 28 屆地區年會】 

*時間：4月 14 日(星期六)09:00-21:30 

       4 月 15 日(星期日)08:50-14:30 

*地點： 宜蘭運動公園體育館 

(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參加：羅致政伉儷、江基清伉儷、林振哲伉 

儷、郭道明伉儷、洪敏捷、劉炳宏、 

黃伯堯、郭昭揚、翁仁禮、吳得利、 

李榮鏗、劉炳華、薛松茂。 

例 會 記 要 

03 月 10 日  第 1606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

邵立中先生、領唱老師呂虹臻女士蒞臨本

社。 

敬祝 P.P.Long、Taylor、Dental 夫人，生

日快樂! 

敬祝 Archi、Sky、Lobo、Polo，結婚週年快

樂! 

歡唱自選曲「這是咱著扶輪社」、「堅持」! 

 社長提名人張正鳴 P.N.Jason 發揮愛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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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節晚會得到的摸彩品「惠而浦瓦斯爐一

台」捐出，並邀請獎品提供者社友許家榮

Will 一同捐贈給新北市家扶中心(板橋區忠

孝路分部)，由新北市家扶中心前主委邱明

政代表接受。讓新北市家扶中心受助孩童在

課後輔導之餘，社工可以煮點心給受助孩童

享用。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1)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例會結束

後，將召開第三十二屆第二次理事當

選人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

參與會議。 

(2) 下週六例會，延至 3月 18 日(星期日)

舉行「春季旅遊-苗栗飛牛牧場一日

遊」，有二部巴士，分別上午 7:10

假社館、馥華飯店集合，上午 7:15

出發。 

(3) 九扶輪社聯合例會，謹訂於 3 月 29

日(星期四)中午 11:30 報到、12:00

開會、13:10 餐敘假板橋 Mega50 舉

行。為統計午餐桌數，敬請全體社友

登記是否出席。 

(4) 第二期、第三期社費、爐邊會尚未繳

納之社友，敬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

用繳納。 

(5) 為籌備授證 31 週年晚會活動，若社友

子女有音樂才藝者，歡迎一同來參與

演出。 

 秘書江基清 P.P.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邵立中先生 

出生：1966.06.05 

學歷：加拿大約克大學大眾傳播學＆經濟 

學雙主修學士畢業 

曾任：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國 

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凱達 

格蘭學校創校主任、總統府參事兼 

秘書長辦公室主任、英文臺灣新聞 

（Taiwan News）執行副總編輯、臺 

北 228 紀念館首任主任秘書、臺北 

市政府政務副市長辦公室機要秘書 

、首都早報政治組記者 

現任：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 

央廣的轉型— 

打造臺灣國際傳媒 

 

 

 

 

 

 

 

 

 

 

財團法人中央廣播電臺總臺長 邵立中先生 

一、善用多語優勢，輸出臺灣價值 

央廣具有國際化的新聞與節目製播優勢，以 13 

種國內外語言向全球傳播，同時也是國內東南亞

各國移工、新住民獲取訊息的重要來源，值此政

府力推新南向政策的時代，RTI 正是最適合擔任

宣揚臺灣價值與軟實力的國家媒體。 

在支援新南向政策的工作中，央廣將增加節目的

附加價值。例如開發語言教學節目，打造央廣成

為多國語言的學習平臺，並將臺灣價值融於內容



之中。 

此外，在新媒體快速發展的年代裡，央廣可以結

合自己的多語優勢，將台灣優質的影音產品加以

翻譯與配音，轉化為多種不同語言的版本，並尋

求在其他國家的媒體平臺播放，行銷台灣，同時

帶動央廣轉型。 

二、順應科技潮流，轉型新興傳媒 

央廣被賦予負責國家新聞及資訊傳播的使命，但

過去受缚於科技發展與法令限制，只能以中、短

波向海外傳輸，新聞與節目亦僅能以聲音型態呈

現。央廣應掌握科技給予的契機，轉型為全新媒

體，並結合其他數位傳輸平臺，增加傳播管道。 

為強化央廣的國際宣傳力量，央廣應該積極開發

影音節目製播能力，努力開拓頻道業務，建立外

語影音平台，使央廣真正成為代表臺灣的國際媒

體。 

三、關注兩岸發展，報導真實中國 

崛起的中國，對台灣來說，無論在國家安全、國

際政治、經濟發展、環境生態等各方面，都造成

極大的影響或威脅。央廣應透過中、短波方式，

突破中國的封鎖，報導台灣的新聞與資訊，傳遞

民主、自由與人權的價值觀。 

建立兩岸新聞方面之權威，強化中國新聞之採訪

與製播，並展現國家電台的格局，對於中國的報

導秉持真實原則，不扭曲、不片面，探索真實中

國，並關切中國在政治、經濟、人權與環境等面

向的現況與發展。 

四、創造附加價值，健全財務能力 

為使央廣運作持續累積永續經營之實力，效率化

的營運制度、穩健的財務收支，是重要關鍵。透

過現有資源重新分配，追求效益最大化，將是央

廣改善財務的策略重點。 

配合分臺整併完成後，逐步調整中、短波播音時

數，強化網路平臺之功能，以降低成本；並運用

資訊與工程人力的專業優勢，爭取爭取資訊加值

服務。 

增加多元影音內容，提高節目附加價值，積極創

造新的收益空間，追求永續發展。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邵總臺長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

謝其精湛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鳴鐘閉會。 

 

第三十二屆(2018-2019 年度) 

第二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江基清、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 

郭昭揚、張正鳴、周正義、羅國龍 

羅致政、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 

黃健豪 

第一案：2018-2019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8-2019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三十一屆、第三十二屆交接典禮時 

間、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板橋凱撒飯店舉行。 

第四案：秋季旅遊-澳門三日遊或宜蘭二日遊， 

謹訂於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六)出發。 

請討論。 

決  議：宜蘭二日遊，謹訂於十月二十七日(星 

期六)-十月二十八日(星期日)舉行。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 



品。請討論。 

決  議：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 

、結婚週年禮券 1500 元。 

第六案：為避免造成社友負擔，是否僅與新北 

市第二、四、七分區往來授證慶典。 

請討論。 

決  議：通過，從七月份開始僅與新北市第二、 

四、七分區往來授證慶典。 

春季旅遊-苗栗一日遊花絮 

3 月 18 日(星期日)，天氣晴朗，微風徐徐，是適合出遊的好日子，我們早上 7:15 快樂出發! 

    第一站就來到擁抱大自然、接近小動物的最佳勝地「飛牛牧場」。飛牛牧場位於苗栗的通霄

鎮，前身是養殖乳牛為主，後來轉型為觀光牧場，至今已經經營超過 20 個年頭。牧場所望之處，

皆綠草茵茵與悠遊漫步的牛.羊.鴨…群們，織化為人與自然和諧交融的美好情象。 

    中午於「丹楓餐廳」享用道地客家風味餐，隨即前往第二站「苗栗客家文化園區」。苗栗客

家文化園區座落於苗栗銅鑼科學園區內，面積 4.32 公頃為全球客家文化及產業交流與研究中心，

也是文化保存與觀光交流的平臺。在這大家可以認識客家、走入客庄，體驗具豐富、精采絢麗之

客家文化。早期苗栗以農耕為主的生活，進入了日治時代之後日本政府為了充分開發臺灣的天然

資源，便展開各項的產業開發政策其中與客庄生活息息相關的產業有：焗樟腦、林業、茶業、燒

相思木炭、焗香茅、菸業和木雕業等。 

第三站「三義木雕老街」，三義木雕是苗栗縣三義鄉的重要產業和觀光資源，苗栗四周群山

環繞，三義鄉幾乎有 50%的鄉民以木雕為業。師傅常利用巨根原型雕成許多生動自然的作品，經

過師傅的巧手往往能化腐朽為神奇，被賦予了新生命，成為三義木雕迷人之處。 

第四站「通霄觀光工廠精鹽廠」，台灣鹽業原係採用傳統日晒法，但隨工業經濟之發展、需

求量逐年增加，且食鹽供應因生活水準提昇，質與量均有積極改進之需要。民國五十八年十月財

政部派員赴日本考察鹽業，引進離子交換膜電透析製鹽法，六十四年六月完成通霄精鹽廠建廠試

車，生產迄今，供應全國軍民食用及食品加工用鹽之需並部分外銷。 

第五站「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廟」，座落在這個依山傍海的村落，每年拱天宮媽祖往北港進香

是白沙屯一年一度的大事，許多出外工作或遷居外地的鄉親都會回鄉來參與盛事。白沙屯進香的

重要事務一向以媽祖旨意為依歸。事前擲筊擇期進香，並徵得媽祖的杯信確定放頭旗、登轎、出

發、進火、回宮及開爐等時辰。除此之外，進香旅程並沒有排定行程表，也沒有固定的歇駕停息

地點，途中該走哪一條路、或該在何處停息，都是依照媽祖轎的踩轎而定，因此成為台灣歷史悠

久、路程最遠、耗時最長的進香團。最後，前往「大溪保健廚房」享用藥膳養生餐，才結束這豐

富又悠閒的一日遊活動。 

苗栗境內山多平原少，故有「山城」之雅號。為標準農鄉，各類農產豐富。境內多為客家族

群，在飲食上發展出重「鹹」、重「肥」、重「香」的獨特客家美食文化。因此除了有好山景外，

各式各樣的客家美食，也吸引不少饕客到此一遊。感謝社長羅致政 P.Master 細心引領大家到他

的家鄉苗栗一遊，沿途我們感受到滿滿的鄉土人情味，也收穫滿滿的伴手禮，有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準備的「古早肉餅」、「肚臍餅」，飛牛牧場老闆送的「蛋捲」、「牛奶餅乾」，臺鹽

觀光工廠主任送的「台鹽海洋鹼性離子水」、白沙屯媽祖廟主委送的「平安卡」、「媽祖進轎版

DVD」。 



春季旅遊-苗栗一日遊剪影 

 

 

 

 

 

 

 

 

 

 

 

 

 

 

 

 

飛牛牧場-搖滾冰淇琳 Diy、大合照 

 

 

 

 

 

 

 

 

客家文化園區大合照                        通霄觀光工廠精鹽廠泡腳樂 

 

 

 

 

 

 

 

 

白沙屯拱天宮媽祖廟參拜、聽簡報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四日 

第 160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台灣鳥人 謝佳翰先生 

(田徑/撐竿跳紀錄保持人) 

講      題：超越期待，成就現在 

 

下週節目 

三月三十一日 

第 1609 次例會 

【九社聯合例會】  

程序：3月 29 日(星期四) 

11：30 報到、12:00 開會、13:10 餐敘 

地點：板橋 Mega50-鼎鼎宴會廳 48 樓 

(新北市板橋區新站路 16 號 48 樓) 

主講者：外交部政務次長 吳志中先生 

講  題：台灣的外交活力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10 日  第 1606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Frank、Obama、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8 年 

許家榮社友(89.03.27)18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3月10日   第1606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066,100 

AL 1,000 Masa 1,000

Cathay 2,000 Master 2,000

Dental 2,000 Polo 2,000

ENT 4,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 Sky 2,000

Hero 1,000 Taylor 2,000

James 1,000 Tea 2,000

Jason 1,000 Tetsu 2,000

Kenny 1,000 Trading 2,000

Lobo 2,000 Will 5,000

Long 3,000  

小計：     $40,000 總計：   $1,106,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0,600

Bright 5,200 Sky 11,500

Jack 7,700 Tetsu 5,200

小計：      $29,600 總計：     $800,200
 

社長當選人 Sky 伉儷有請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總監盃 Golf 賽 

*比賽日期：3月 26 日(星期一)09:00 報到 

*比賽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參加人員：吳振斌、鄭德文、劉炳宏、連文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