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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6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ster,Printing,Kneader.Health.B
iotek.Tony，請以㆖㈳友要記得
參加。

Rich㊙書報告，台㆗家商法
治教育於4㈪27㈰(㆔)㆘午2點~4
點，㆞點：台㆗家商大禮堂。當
㆝家商扶輪之子探訪時間是㆘午
1:00-2:00，請㈳友接續參加法治
教育。

參加5㈪20㈰新店碧潭㈳授證
、5㈪21㈰台北南門㈳授證，打球
組目前沒問題，旅遊組目前㆟數
不夠，要參加尚未報㈴的㈳友，
請盡速報㈴。

等㆒㆘例會結束，召開㆕㈪
份理事會，請理事留步，也歡迎
㈳友參加理事會。

今㆝第1121次例會 2016民國㆒○㈤年㆕㈪廿㈥㈰【第廿㆒卷．第廿㈨期】

㆖週民國10 5年4㈪1 9㈰第
1120次例會邀請古典音樂台 

FM97.7 楊麗娟副台長做「公益平
台與㈽業㈳會責任」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很榮
幸邀請今㆝的講師 楊麗娟副台長
蒞臨本㈳作專題演講，希望大家用
用欣賞音樂的心情，來聆賞。

歡迎許茂憶先生、柯富揚㊩
師參與例會，趙紹清㊩生已在路
㆖，等等會到。

Rich林耀清㊙書報告，㆘週4
㈪26㈰（星期㆓）例會活動是㈳
務檢討，為了讓㈳更加的成長與
和諧，請各位㈳友提出建言，於4

㈪24㈰前提交給茹茵。
Rich㊙書報告，5㈪3㈰的慶

生會，除了舉辦㈤㈪份慶生會及
結婚週年活動外，邀請第㈩㆓屆
㈳長Lapping來分享南門㈩㆓年點
滴與精彩事蹟，節目內容精彩，
請㈳友偕夫㆟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4㈪23㈰(㈥)
時間㆘午2點半~4點半專題演講分
享~㈵別邀請陳國輝E-Stlye分享
記憶暫存之餘溫與美㈻共生，㆞
點在思默好時(大墩㈥街208號)，
誠邀請夫㆟參加，歡迎㈳友㆒起

Rich㊙書報告，㆞區訓練講習
會(DTA)於4㈪24㈰舉行，㆞點在
明德㆗㈻。參加㆟員如㆘:Alumi,
Patrick,Kenchiku,Catia,Faith,Po

節目 ㈳ 務 討 論 Close Meeting



第1120次例會          

公益平台與㈽業㈳會責任

主講㆟：楊麗娟 副台長

㆖週民國105年4㈪19㈰第
1120次例會邀請古典音樂台 

FM97.7 楊麗娟 副台長做「公益
平台與㈽業㈳會責任」專題演講。

Ben介紹演講㆟楊麗娟副台

長，楊副台長是EMBA畢業、也

是愛樂㈿會的理事，跟我們㈲些

㈳友都㈲認識，因為很多㈳友都

是古典音樂台聽眾，

藉由這次演講機會，

讓我們瞭解台㆗古典

音樂台97.7好家庭音

樂台的理想與內部運

作。

楊麗娟副台長說

，很高興㈲機會在這

裡與大家分享電台所

(古典音樂台 FM97.7 副台長)

做的㆒些事情，我們常常在思考

㆒個媒體對㆒個城市㆒片㈯㆞能

做些什麼？

好家庭聯播網不是㆒般大眾

媒體，堅持以美好的音樂關懷教

育、㆟文藝術與㈳會環境公共議

題不斷傳遞充滿希望和健康幸福

的美麗願景！

台灣㈲逾數百個流行電台但

㆗部只㈲㆒個古典音樂專業電台

全㆝候24小時古典音樂業頻道，

頻道：FM97.7收聽範圍：苗栗

以南、雲林以北的大㆗部㆞區。

我們堅持走㆒條不同的路。

為了讓聽眾㈲㆒個清新正向的電

台媒體捨棄電台利益不播選舉政

治廣告、汽車借款、㈧大行業廣

告、沒㈲藥品以及讓聽眾無所㊜

從的商品廣告；結果吸引了許多

不想要壓力和吵雜電台的菁英意

見領袖族群；古典音樂台是㆒個

強調質與差異化的媒體希望透過

傳遞美好事物報導帶給㈳會正向

力量！ 

選擇好家庭聯播網收聽的聽

眾以㊩師、㈽業主、㆗高階主管

、律師、教授老師、設計師、從

事專業工作以及白領㆖班族等㈳

會意見領袖菁英族群為主此族群

是㈳會㆗堅份子傳遞訊息的重要

管道能夠高度發揮㉂身對週圍㆟

群的影響力！

目前包括台㆗市㊩師公會、

台㆗市牙㊩師公會、磐石會會員

㈽業、台㆗市建築公會-行動菩薩

㈿會、傑㆟會等公會㈳團與好家

庭聯播網合作；好家庭聯播網成

為許多㈽業公司行號、公家機關

單位、㊩療院所、銀行等公共場

合定頻收聽故運用好家庭聯播網

頻道宣傳能鎖定目標宣傳族群更

快速且廣大的傳播訊息給更多民

眾達到更佳宣傳效益更。！

古典音樂電台獲得臺㆗市、

臺㆗縣、彰化縣及南投縣政府等

教育局認同，發文公私立國小、

國㆗㈻校於㆗午用餐時間建議指

定收聽古典音樂電台；㆗部㆞區

▲楊麗娟 副台長演講：公益平台與㈽業㈳會責任



最多幼教、小㈻、㆗㈻、老師及

家長指定收聽超過200間㆗小㈻

18萬位㈻生、老師及家長指定收

聽。

為數眾多的電腦使用族群不

論㈰常生活或是工作習慣與電腦

為伍並以線㆖收聽選擇廣播頻道

。好家庭聯播網網路收聽不受播

出時間限制、不受電波干擾的線

㆖收聽讓更多㆟聽到相關訊息宣

傳且全國線㆖收聽的民眾無遠弗

屆將大幅提升宣導的觸達率。更

與Cloud Radio合作於手機APP

即可隨聽節目㉂由度㆒百。

以製作㊝質節目及廣告屢獲

廣播㈮鐘獎入圍肯定及聽眾㆒致

口碑為了讓聽眾即使聽到廣告也

不轉台就連廣告製作也㆒樣用心

好家庭聯播網連續㈤年入圍廣播

㈮鐘獎2009年更獲-商品類廣告

獎2010獲得最佳教育主持㆟節目

廣播㈮鐘獎殊榮。2014年廣播㈮

鐘獎更獲得民營電台最多㈩㊠入

圍㆒舉以「閱讀推手」節目獲得

教育類節目主持㆟獎。

我們的㈵色，(1)在㆞深耕重

視㆟文藝術、教育與家庭關係打

造㆒個㈲溫度的電台，在競爭激

烈的環境㆘堅持對這㆒片㈯㆞該

㈲的良知。近年來我們持續關心

教育議題製播㆒系列㆟文關懷、

生命教育系列專題搜尋台灣各個

角落㆗最真實的感動傳遞給聽眾

為營造美好生活盡㆒份心。

(2)㈽業㈳會責任好家庭聯

播網㆒起實踐，我們㉂詡為「夢

的廚房」媒合連結【㈳會㈾源】 

與【需求的對象】讓更多㆟獲得

幫助！做為【媒體公益平台】透

過報導整合相關㈳會㈾源發揮㈽

業影響力擴大㈳會責任效益。

廣播媒體最基本功能是「放

送」，但我們可以發動整合㈳會

㈾源、透過「傳遞」幫忙傳播需

要發揮影響力讓聽到的㆟幫助需

要的㆟。

◎聖誕鞋盒〜台東東光鞋盒

計畫：請聽眾愛心捐贈文具、禮

品、完善的㈰用品或㊜合兒童閱

讀之書籍等物品並放入鞋盒㆗電

台集結後將㆒併裝箱分送㉃東光

計畫各據點於聖誕節前夕送㆖㈷

福給東光計畫所輔導的小朋友們

手㆗。 

◎外籍㆝使在台灣~愛的足

跡：法國劉㆒峰神父從美麗的法

國-布列塔尼而來50年花東歲㈪

點石成㈮；教導陪伴身心障礙朋

友㈾源回收㉂食其力讓安德啟智

㆗心成為身心障礙者溫暖的家園

堡壘！ 

◎「志工台灣」報導志工與

公益單位的故事期待台灣成為㆒

個付出愛心、㆟㆟是志工的㆞方

。透過公益廣告的㈳會教育力量

讓我們㈻會付出更懂得尊重別㆟

和珍惜生命同時讓許多㆒直在不

同的角落裡默默付出的志工團體

也㈲發聲的平台讓需要與被需要

的聲音都被聽見。

在別㆟身㆖看見㉂己的責任

報導㈲需要的單位，使㆟困境㆗

㈲出路讓㈲能力的㆟幫助㈲需要

的。 

你願意當傻瓜嗎？㆟生㆘半

場讓我們㆒起做㆒個穩贏不賠的

贏家！

洪富㈮報告扶輪之子探訪

扶輪之子主委King報告，4

㈪27㈰（星期㆔)大明國小扶輪之

子探訪時間：10:00〜11:00；台

㆗家商扶輪之子探訪時間：1:00

〜2:00，接著參加本㈳的㈳區服

務〜台㆗商家法治教育。

㈳區服務主委蔡育偉報告

Diavid主委報告，㆒年㆒度的

台㆗家商法治教育於4㈪27㈰(㆔)

㆘午2點-4點，㆞點：台㆗家商大

禮堂，請各位㈳友踴躍參加。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報告㆖週出席率，㈳

友總㆟數61位，免計出席1位
，出席㆟數38㆟，㆖週出席率

63.3%。

莊賜濱糾察報告
Poster主持歡喜時間，感謝

柯富揚㊩師歡喜500元、楊麗娟副

台長回捐講師費及歡迎㉂行車隊

友-趙紹清先生及許茂億先生理事

會通過將成為我們南門㈳㈳友。

Poster糾察與Rich㊙書分享

㉂行車隊澎湖之旅，雖然過程㆒

波多折，不過看到東吉嶼美麗的

景色，還是很值得的。

點滴



㆘週 例會㆘週 例會

　　　

2015~16年度4㈪份理事會家庭懇談會〜

▲3/22(㆓)晚㆖莊賜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陳棋釗
伉儷、王叔榮伉儷、宋明吉伉儷)

時間：㆗華民國105年4㈪19㈰(星期㆓)㆘午8:0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黃吉隆

出席：李祐助、林耀清、賴文瑞、莊賜濱、朱福民、洪富㈮

汪世旭、邱啟成、馮賀欽

列席：張光瑤、張長信、蔡育偉、劉正忠、林洽鑫、吳騰彥

張國洋、江輝雄、謝慶祥、林永成、陳來發、張長信

趙紹清

議  題：

1. 3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長 Health㈹理報告。

　決議：通過3㈪份㈶報。

2. 5月31日(二)職業表揚事宜。(甄選3㈴)

　說明：請 ㊙書 Rich ㈹理報告。  

　決議：今年只甄選3㈴，表揚獎㈮提高為1萬元及獎牌㆚座

(請推薦㈳友補助經費5,000元。/㈳內獎㈮5,000元)

3.5月14日(六)日本大阪大東中央社授證事宜。

　說明：請 雙子㈳主委Ben，國際主委 Star報告。

　決議：本㈳確定參加授證㆟數共22位，預計5/14當㆝㆘

午4點到達新大阪大谷酒店(4點半註冊聯誼、5點

半典禮)。參加的㈳友及夫㆟需㉂費負擔大東㈳授

證晚會餐費及捐款(每位㈳友15,000元㈰幣(約台幣

4,500元)/每位夫㆟10,000元㈰幣(約台幣3,000元)

，當㆝大東㈳㈵別舉辦惜別晚會。而本㈳會準備30

盒微熱山丘鳯梨酥及陳年紹興㈥瓶前往㈰本大東㈳

聯誼。

4.臨時動議。

  ㈾深㈳友辦法納入南門內規細則。

    說明：請㈳長 Health報告。

   決議：a.㈾深㈳友認定為(㈳友年㈾+年齡≧85以㆖)故可

　　　　　以向㈳內理事會提出申請。

       　b.㈾深㈳員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格

　　　　　照計算) ，年度表揚大會以㈾榮耀獎勵。

▲3/27(㈰)晚㆖唐憲㆗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洪榮德
伉儷、陳俊清伉儷、任小玲)

▲3/30(㆔)晚㆖洪榮德伉儷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江輝雄
伉儷、邱啟成伉儷、湯富淳伉儷)

▲4/2(㈥)晚㆖陳俊清伉儷於㉂宅舉辦家懇會
　(參加㆟員：㈳長伉儷、㊙書伉儷、吳為楨
伉儷、林振楨伉儷、劉叔綱伉儷) ▲台㆗南門扶少團參加國際扶輪3460㆞區扶少團第㈤屆㆞區年會

           5㈪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南門第㈩㆓年的風華再現〜邀請Lapping前社長分享南門十二年點滴與精彩事蹟

105年5㈪3㈰(星期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