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15 日  第 1672 次例會 

 

 社長林振哲 P.Sky：今日是前社長日將邀請各

位 P.P.抽籤擔任職務，為我們做良好的示範

並溫故知新。 

 社長郭道明 P.D.G.Trading 鳴鐘開會。 

 我們敬愛的褓姆廖金順(P.P.Lion)已於六月

五日逝世，享年 88 歲。我們帶著無限的不捨，

全體與會社友追思默哀一分鐘。 

 聯誼黃伯堯 P.P.Jack： 

歡迎主講者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設計

總監吳書原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

社。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

「流浪到淡水」、「來去台東」。 

敬祝社友Kay夫人、Tom夫人、總監提名人Wood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Jey 結婚 4週年快樂。 

 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率。 

 秘書羅國龍 P.P.Lob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本年度即將結束，尚未繳納社費之社

友敬請儘速繳納以利社務運作。 

(3). 褓姆廖金順(P.P.Lion)告別式謹訂於

6月21日(星期五)上午08:30假新北市

立板橋殯儀館-景福廳舉行。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撥冗出

席。 

(4). 地區總監當選人張秋海(D.G.E.A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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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贈之社友領帶.徽章、夫人絲巾放置

各位社友桌上。屆時七月七日(星期日)

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時請佩帶。 

(5). 六月份友社授證慶典多，敬請社友幫忙

登記出席參與。 

 前社長程文金P.P.Cathay介紹主講者： 

姓名：吳書原先生 

學歷： 1998東海大學景觀學士、 

2004英國AA建築聯盟學院景觀碩士 

曾任： 英國建築學會會員、英國皇家景觀建 

築師協會副會員、中國註冊一級景觀 

技師。 

現任： 臺北市科學藝術園區審查委員、臺中 

市建設局、台南市文化局審查委員、 

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學系助理教授、 

2018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策展人、 

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持人/ 

設計總監 

榮譽： 2017年倫敦設計大獎金獎、連續二屆 

2018、2019台灣景觀大賞首獎、年度 

大獎及2018年台灣橫山書法藝術館 

「國家卓越建設獎最佳規劃設計類 

金質獎」等。 

聆聽花開的聲音 

 

 

 

 

 

 

 

 

 

 

太研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持人/設計總監 

吳書原先生 

台中花博主題訂為「聆聽花開的聲音」，邀請民

眾一起反思人類與自然的共生、共存關係，用心

傾聽大自然欲傳達的訊息。 

臺灣的優勢就是位於北回歸線上，地處熱帶及

亞熱帶地區，全境多屬亞熱帶季風氣候，再加上

有70％都是山脈，因此分為不同型態的植被生

態系，原生植物有5000多種、蕨類有700多種，

還有農作改良、高海拔植物餘坪地馴化技術…

等，都是他國望其項背的國力展現。 

后里森林園區約有15公頃的廢地，我覺得正好，

這塊土地本身已經擁有自己的生態－茂密的雜

木林、老樟樹、苦楝、楓香、榕樹…等，形成了

高低海拔的植栽物種的生長舞台。透過科博館

兩位植物學家的幫忙，我們篩選出適合長期馴

服於平地的高山植物，還有經過培育、可以適應

平地氣候的中高海拔物種。如此設計出濃縮地

景的森林園區，現在有700多種原始蕨類，之前

我們還看到神似蜂鳥的長喙天蛾在樹林裡面飛，

非常棒。 

整個森林園區就這樣放置不管，不用特地澆花

施肥，隨著四季交替，物種繁衍輪替，就會形成

一個自然的都市野生花園，民眾隨時都能欣賞

到植物不同的樣貌，不只有花期而已，這就是

「生命該有的姿態」。 

我們把森林園區用海拔下去劃分，從入口的遊

客中心開始，是2,500公尺的中高海拔霧林帶，

臺灣的山地霧林擁有極高的多樣性，主要的組

成有雲杉、紅檜、臺灣杉、杜鵑…這些，對氣溫

調節，水資源都很重要，所以很多遊客都會說一

進森林園區就有說不出來的舒服感。聆聽花開

的聲音就在中高海拔草原上，那裏因為高度容

易被雷劈到引發森林火災，所以樹木不會生長，

於是形成草原。我們將機械花安排在那裡，正好

呼應了一個像外星科技降落在自然生態裡的意

境。在草原四周我們種植了馴服於平地的高山

植物，前陣子剛開花，整體看起來非常有層次感。 

臺灣目前建築費用低落的狀態，要在公部門有



 
限設計監造服務費用內，聘任專業的景觀建築

師，事實上是有點困難的，因為原本設計費就不

充裕。但這個國家需要往前進，不能停留在落伍

的建設方式裡面。我在最近幾個案子有開始堅

持先以景觀設計的角度為整體考量，這樣的想

法有慢慢被接受。當然也需有某種程度的成果

及影響力，才能讓建築師接受景觀設計是環境

美學及都市設計最重要的一環，但是建築無法

構成都市！ 

 社長郭道明 P.D.G.Trading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車馬費、小社旗予吳總監感謝其精彩

分享。 

 糾察劉炳華P.P.Stock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今日前社長日，各位 P.P.的示範讓與會社友

受益良多，主持棒交還社長林振哲 P.Sky 鳴

鐘閉會。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6月 15 日(星期六)14: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林振哲 

四、記錄：吳得利 

五、出席：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 

羅國龍、羅致政、吳得利、林振哲 

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來賓廣祥石材有限公司經理林聖家先

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七

月七日(星期日)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

典禮時舉行入社儀式。 

友社授證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4 週年】 

*時間：6月 22 日(星期六)17:30 註冊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三)17:30 註冊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 

【土城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四)17:30 註冊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樓 

【鶯歌扶輪社授證 23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五)17:30 註冊 

*地點：桃園住都大飯店 A棟 3樓吉祥廳 

【新北世界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29 日(星期六)17: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宴會館 

【樹林扶輪社授證 38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日)17:30 註冊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樓 
 

台北市政府與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 HOC 簽署合作備忘錄 

一、台北市政府將對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提供以下的優惠： 

  (一)在年會期間提供所有註冊者的捷運票券及公車票券免費使用。 

  (二)在年會期間提供官方合作夥伴的捷運廣告、公車廣告、戶外電子看板以及道路掛設大會

宣傳旗幟等廣告。 

  (三)台北市政府警局將全力協助年會期間各項維安事宜。 

  (四)台北市政府將提供市政宣傳文宣品資料給參加社友。 

二、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將於年會期間提供下列協助： 

  (一)國際扶輪將邀請台北市市長到 2021 台北國際扶輪年會的全會致詞。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二日 

第 167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健豪 Taylor 

主  講  者：作家 黃正昌先生 

講      題：一開口就讓人喜歡您 

 

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九日 

第 167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6 月 15 日  第 167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4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5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Bright、David、Dental、

Frank、Kay、Kenny、Mars、Obama、

Otoko、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Alan、Hero、Life、Tiger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蕭慶安社友(70.06.22)38 年 

劉炳宏前社長(74.06.25)34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6 月 15 日  第 167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71,400

Eric 500 Land 100

James 1,000 Master 1,000

Jason 2,000 Otoko 4,000

Jey 2,500 Stock 1,000

Kay 2,000 Sun-Rise 2,000

Kenny 2,000 Trading 1,000

小計：      $19,100 總計：    $1,290,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02,600

Alan 7,700 Kenny 5,200

Coach 5,200 Otoko 15,400

Frank 5,200 Smile 5,200

Kay 5,200 Tom 10,400

小計：      $59,500 總計：    $1,262,100

2019-2020 年度地區社員發展暨新社擴展研習會 

*時間：6月 23 日(星期日)上午 09:00 報到、10:00 開會 

*地點：基隆彭園會館 3F(「長榮桂冠酒店」內，基隆市中正區中正路 62 之 1 號) 

*參加：社長 張正鳴、秘書 徐明偉、社員主委 劉炳華、社員發展主委 程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