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公益參與：財務、聯絡、總務、⽂文書、活動，全部都由與會同學義務擔任
• 提攜帶動：53個系與會同學重新找到「⽼老同學、新朋友」、提供重聚範本
• ⾃自發創作：Gala Dinner、嵌系名詩、⼤大⿎鼓隊、⺠民歌演唱、佛朗明哥舞蹈、合唱團、系旗、主題畫作
• 回饋⺟母校：基⾦金捐贈 20 萬元以上、1000名校友證發放與重新連繫、校歌歌譜製作與千⼈人⿑齊唱校歌、
  看⾒見台⼤大空拍影⽚片

第⼆二⼈人⽣生的意義： 夢想實現、⼈人⼼心聚集 



創憶

「看⾒見台⼤大」空拍 
台⼤大電機70級空拍團隊
三⼗十年前，我們帶著夢進⼊入杜鵑花城，
懷著更⾼高的理想揮別；
三⼗十年後，我們像歸來的候⿃鳥，結伴回
到開始的地⽅方。
我們達達的⾺馬蹄，曾是過客；
今藉颯颯的旋翼，化⾝身歸⼈人。
夢想之源，杜鵑花城

紀念品製作
1 珍藏照⽚片USB (容量8G)
2 限量珍藏潮 T
3 無敵⾃自由包、萬⽤用袋
4 臺灣⼤大學紀念書包



30重聚不只是⼀一次Gala Dinner
留下的不只是有形的紀念品與看⾒見台⼤大空拍 ，深植⼈人⼼心的情感，
將會改變 1200 位與會同學的未來 



陳柏蒼的太陽能發電夢

陳柏蒼
現任：昱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樹和教育基⾦金會董事⻑⾧長
曾任：永豐銀⾏行總經理、永豐⾦金控公司董事

昱泰能源
收益穩定
的新能源

樹和基⾦金
台中⼤大肚
弱勢兒童
課後輔導

兩個兒⼦子
都結婚⽣生⼦子

我們是快樂的
阿公阿嬤



何茂成
•1947年次
•中興紡織經理
•美國成⾐衣商
•投資千萬元做滑⽔水道樂園
•⾛走訪台東、屏東偏鄉160所學校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ZqledmmKA

何爺爺的跳跳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ZqledmmK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eZqledmmK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_ZzEB0TE

熊肯作⽊木⼯工坊熊英芝

熊英芝
• 1965年次，櫻花建設主管
• 廢⽊木棧板回收再利⽤用，⾄至今七年
• 2015年回收⽊木料240萬噸、商業運轉的社會企業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_ZzEB0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V-_ZzEB0T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0N_8vhlxc
⽔水林⾵風箏藝師侯順政

退休校⻑⾧長侯順政的⾵風箏夢

侯順政
• 1952年次，⼩小學校⻑⾧長，2006年退休
• 40年的⾵風箏資歷，堅持使⽤用台灣桂⽵竹製作⾵風箏
• 36隻貓頭鷹組成的⾵風箏組200⽶米⻑⾧長
• 澳洲、法國等⼗十餘國出國⽐比賽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0N_8vhlxc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I0N_8vhlxc


有愛, 有美⻝⾷食, 有朋友 台灣第⼀一個⾼高端美⻝⾷食社群網站
愛飯團



宜蘭冬⼭山 ‧ 湖畔莊園
2015/9/26起，成為私廚供餐（⼀一泊⼆二⻝⾷食）的美⻝⾷食⺠民宿

愛飯團



· 成⽴立『愛飯團』網站 

·《時報週刊》執⾏行副社⻑⾧長 

· Group editor-in-chief of HFT （in charge of ELLE & ELLE Girl & Custom publishing） 
  《樺榭⽂文化》股份有限公司集團總編輯 （ELLE 雜誌 ELLE GIRL雜誌及企刊) 

· Editor-in-chief of ELLE Taiwan 《ELLE國際中⽂文版》總編輯 

· General Manager of Slowly Culture Publishing 《慢慢⽂文化》總經理 

· Production Manager of MTV Network Asian, Taiwan 《MTV⾳音樂頻道》製作部經理 

· Senior Producer of Chinese Television Network. 《中天頻道》資深製作⼈人 負責節⺫⽬目：⾮非常娛樂 

· Reporter of News Dep. Public Television Taiwan 《公共電視》 籌委會 新聞部記者 

· Special assistant of Editor-in-chief, Elle Taiwan 《ELLE雜誌》總編輯特助 

· Reporter of Chinese Times Newspapers. 《中時晚報》記者 新影藝版主編

愛飯團執⾏行⻑⾧長｜許⼼心怡

經歷 
2012- 

2011-2012 Apr. 

2003 Apr.-2011

2001 Feb-2003 Apr.

1998-2001 

1996-1998

1995-1995

1993-1995 

1992-1993 

1988-1991 



酒⾁肉朋友
才是好朋友

什麼是愛飯團？

網站創始於
2012年11⽉月

每⽉月
7~8場活動

緣起

2012年
11月

場

月7~ 8

⾄至今已舉辦超過230場活動!!



愛飯團現況

平均每⽇日觸及
約120,000⼈人

註冊會員
約10,000⼈人

付費會員
約800⼈人Facebook粉絲團

約72,000⼈人

三個層級的受眾



未來的商機

Platform

Platform

商城
v.s. 

Select Shop

商場平台
v.s.

垂直型網站

⼝口碑⾏行銷
 / 

社群⾏行銷

頂級美⻝⾷食商品
的⾏行銷平台

美⻝⾷食
媒体







房地產稅制改⾰革-網站經營

「地⽅方⾸首⻑⾧長換你當」
互動網⾴頁

說明房地產稅收
與地⽅方財政關係

「不能說的秘密」
「我們到底少收了多少稅」

「同樣5年賺2500萬，稅誰繳得多」
「問題在稅基不在稅率」

影⽚片製作

10於次會議
完成短⽚片共四部

「誰背叛了孫中⼭山」
專⾴頁製作

將研究內容圖像化，說明
房地產稅制的不合理與改⾰革⽅方向



為推動房地產稅制改⾰革，393公⺠民平台與相關社會團體合作串連
凝聚社會共識與公⺠民⼒力量，推動政策改⾰革

今週刊及公平稅改聯盟
中國⼟土地改⾰革協會
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房屋委員會
社會住宅推動聯盟
房市改⾰革⾏行動聯盟
巢運......

房地產稅制改⾰革-合作單位

103個
合作單位



臨終前無效醫療-研究報告(2)

臨終前無效醫療
研究報告

393公⺠民平台於10⽉月提出

愛他，讓他好好⾛走
11/12 

天下雜誌出刊560期

安寧緩和醫療暨
維⽣生抉擇意願書

393公⺠民平台推動預⽴立



   

苗栗縣
2.52

花蓮縣    南投縣    雲林縣   澎湖縣    彰化縣    基隆市   屏東縣 
  3.49        3.43        3.37       3.33        3.30        3.15        3.01

高雄市    臺南市    嘉義縣
  3.97        3.58        3.56

嘉義市    臺東縣
  4.28        4.02

臺北市    宜蘭縣    新竹縣   新北市
  4.86        4.81        4.62       4.55

桃園縣    臺中市    新竹市
  5.27        5.09        5.01

最多縣市
落入此區

指數越低
狀況越糟 0

3
3.5

4
4.5
5

瀕臨腦死
該縣市的財政狀況亟須改革，如不能
即時重新設定政府財務策略，或無中
央政府援助，其財務運作將終止

重度昏迷·葉克膜

該縣市政府已有多項機能窒礙難行

中重度昏迷·插管

若無中央政府支持，將無法順利進行
重要財政機能

中度昏迷·加護病房

須密切關注財政表現

輕度昏迷·普通病房

短期無週轉風險，仍應注意財政衝擊

追蹤觀察
可持續涵養財源，城市永續發展

地⽅方財政昏迷指數

資料來源：393公⺠民平台研究整理



蔡英⽂文 宋楚瑜

朱⽴立倫⺩王⾦金平
⽴立法院院⻑⾧長 新北市市⻑⾧長

親⺠民黨主席⺠民主進步黨主席

試問 / 2016年接班⼈人如何看財政危機

洪秀柱
⽴立法院副院⻑⾧長

賴清德
臺南市市⻑⾧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