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3 月 12 日  第 1815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恭喜副社長李榮鏗 P.P.Smile 喜獲金孫!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莊文毅

先生、賀鴻冷氣興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蔡健

從先生(邀請人 Alan)、社長 Benson 夫人

林燕妮、社長提名人 Davie 夫人王錦麗、

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P.P.First 夫

人郭麗玉、P.P.King 夫人林美玲、

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P.P.ENT 夫人

連 文 惠 、 P.P.Stock 夫 人 陳 雪 鳳 、

P.P.Cathay 夫人吳佩璇、P.P.Land 夫人

顏美淑(和平社 I.P.P.Megan)、P.P.Hero

夫人董秀琴、P.P.Master 夫人陳亮吟、

P.P.Jason 夫人邱碧霞、I.P.P.Polo 夫人

黃芳珠、Junior 夫人江琇珍、Jey 夫人陳

佳珮蒞臨本社。 

敬祝壽星 P.D.G.Trading、Kay、P.P.ENT、 

Jey、Mars、P.P.ENT 夫人、P.P.Cathay 夫 

人、Jimmy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Taylor、Mars 夫人、P.E.Dental 夫 

人、Justice 夫人，生日快樂! 
 

第三十五卷  第廿八期  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三月廿六日出版 2022/Mar/26  Vol.35  No.28 



敬祝 Archi、P.P.Sky、P.P.Lobo、 

I.P.P.Polo、P.P.Just，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你」，自選曲「港都

夜雨」、「愛你一萬年」。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代理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三月十九日(星期六)第 1816 次例

會，延至三月二十日(星期日)舉行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線

騎自行車、鶯歌陶藝 DIY 彩繪瓷盤

一日遊。 

*敬請參加人員… 

(1)早上 8:00 前抵達板橋火車站北 

二門集合、出發。 

(2)社內備有早餐、水果、礦泉 

水。 

(3)請穿著休閒服、運動鞋。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社友邱顯清 Coach 介紹主講者： 

姓名：莊文毅先生 

學歷：國立臺灣藝術專校雕塑科 

實踐大學工業產品設計研究所 

曾任：秀毅文創有限公司藝術總監 

新北市枋橋文化協會常務監事 

臺北科技大學兼任講師 

臺灣藝術大學兼任講師 

現任：秀毅文創有限公司藝術總監 

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 

臺東原鄉天使文創協會理事長 

榮譽：1.「枋橋湳仔港」的影像追尋書籍

編撰 

2.「枋橋古城文史資源調查蒐集報

告」編撰 

3.「枋橋的故事」繪本 

4.「我祖林成祖」書籍編撰 

5.臺東木工傳奇 

板橋城之前世今生 

 

 

 

 

 

 

 

 

 

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 莊文毅先生 

每一座偉大城市的興起，都有一條美麗河流

孕育。巴黎有塞納河、首爾有清溪川與漢

江、曼谷有昭披耶河、倫敦有泰晤士河、而

台北則有淡水河。位於板橋西南方的湳仔溪

（許多人誤稱為湳仔「溝」），則是與枋橋城

（板橋舊稱）發展息息相關的母親之河。對

於「老板橋」，許多人對於過去的樣貌已沒

有太多記憶，但這個地區數百年來的生活與

發展痕跡不可抹去。  

湳仔溪，這一條河，是板橋的母親之河 

早期的湳仔溪，是大漢溪支流，河水豐沛、

河道寬闊，相較於主幹道西側的新莊西盛，

東岸的枋橋湳仔港，水流平緩適合停泊，在

貿易上的角色相形重要。1740 年代起，北部

山區大溪、三峽所產的茶葉、樟腦，大多透

過小船載運至湳仔港，分裝之後再以大船運

送到新莊和大稻埕，然後沿著淡水河輸出中

國東南沿岸或日本、東南亞。 

而從湳仔港上岸的貨物，在進入枋橋時，需

跨過公館溝進入枋橋街道，溝上覆蓋了兩片

木板架起一座木橋，這就是板橋舊名「枋

橋」的由來。直到 1847 年，林本源家族受

板橋數個家族的邀請，從大溪遷居到枋橋落

戶，1953 年建成三落大院（現今板橋林本源

園邸）。後來，林家與枋橋仕紳們為了有效

抵禦泉州人（因為漳泉械鬥），遂以私人財

產興建了枋橋城，於 1855 年落成。 

在地文化教育的重要 

我以前常出國出差。有一次到德國，他們帶



 

我到在地鄉鎮的小旅社。接待我的人隨口就

說這條路過去是做什麼用的，那個倉庫因為

以前要向農民收取 13％的稅收，所以叫做

13%倉庫。 

我很驚訝地反問：「你是因為要帶我來這

邊，所以事先有做了功課嗎？不然怎麼會知

道這些在地文化和歷史故事呢？」沒想到對

方給了一個很理所當然的回答：「我們在從

小就被教育要了解我們自己家鄉的歷史啊，

了解自己所生長的土地。」，簡單卻有力

量。這件事給我很大的震撼，我想到如果要

向外國朋友介紹我的故鄉板橋，我，該怎麼

介紹？ 

「如果你對你的土地不了解，就會對自己的

文化沒有信念，在國際社群裡也會喪失自己

的文化話語權。」所以，枋橋文化協會，努

力地在每個板橋人心裡種下希望的種子，逐

步地與土地、人民建立起擁有自主性、主體

性的在地文化。就算湳仔溪現在消失了，但

總有一天，我們還是能將這條母親之河，在

每個人的心裡蓋回來。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莊老師，感謝其

精彩分享。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有事先行離席，

改由前社長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

友紅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3 月 12 日(星期六)14:4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徐明偉 

四、記錄：李榮鏗 

五、出席：江基清、游伯湖、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吳得利、李榮鏗、 

劉炳華、黃健豪。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7 第 1823 次例會，延至 5月 8日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四組爐邊會。 

05/14 第 1824 次例會，「資產傳承.富過三代」金門代書新莊所所長 顏秀姍女士。 

05/21 第 1825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5/28 第 1826 次例會，延至五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假新板希爾頓酒店舉 

行授證三十五週年慶典。 

【六月份行事曆】 

06/04 第 1827 次例會，適逢端午節假期，休會乙次。 

06/11 第 1828 次例會，「名琴欣賞以及名琴演奏」國立台灣藝術大學教授 麥韻篁先 

生。    

06/18 第 1829 次例會，立法委員 蔣絜安女士(台北客家扶輪社社長)。 

06/25 第 1830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本年度向 RI 扶輪基金會申請之板橋東區扶輪社永久冠名基金，需繳納美金 25,000 

元，目前尚缺少美金 5,000 元的認捐款。請討論。 

決  議：由社內提撥美金 5,000 元補足。 



 

得獎感言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 簡婉軒小姐 

我是簡婉軒，目前就讀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三年級，

很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讓我有機會得到扶輪社中華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

這也是我博士生涯中第一次申請到的獎學金，獲得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

不僅僅只是獎金上的資助，也肯定了我在研究所課業上的學習，更珍貴的

是認識了扶論社這個充滿溫暖的大家庭。回想當初從準備資料到面試，歷

經層層關卡，抱著既緊張又期待的心情，終於成為這筆優渥獎學金的幸運

兒，真的特別感謝社長Benson、P.P. Smile 與P.P. James。社長Benson 

是我的照顧社友，感謝您對我的關照與肯定，親切回覆所有我在日常的訊

息，P.P. Smile 與P.P.James是面試我獎學金的社友，感謝您們給我這個

機會且非常親切的跟我分享了板橋東區扶輪社的各種活動還有意義，我會好好把握在這段

時間參與的所有活動，並且認真體會在這些活動中所具有的重要意義。 

在參加2021-2022獎學生的頒獎典禮時，看到扶輪社的前輩們都排除萬難參加頒獎典

禮，且毫不吝嗇的分享了他們在職場上的體驗及生活上的歷練，真的給予我們很多鼓勵及

建議，典禮上還看到對扶輪社有許多貢獻的Uncle及Auntie們上台授獎，他們無私的奉獻都

是希望能夠對社會的下一代有所幫助，心中非常感動也感謝，覺得身在這個扶輪大家庭中

是非常幸福的，讓我在心中默默下定決心，期許自己未來也能像他們一樣為扶輪這個大家

庭盡一份心力，將扶輪服務精神繼續傳播下去。 

成為獎學生，接觸扶輪社，讓我有榮幸能認識社會上各行各業中傑出的Uncle及Auntie

們，成為集結各學科菁英獎學生聯誼會中的一員，是很幸運的一件事；最後，我要感謝我

的家人、朋友，讓我在博班求學的過程中，對我的鼓勵、支持與包容，感謝及珍惜所有關

心我的師長及同學，很幸運能夠在求學的最後一個階段與您們相識；也要再次感謝板橋東

區扶輪社，給予我莫大的支持，讓我在研究與論文奮鬥的過程中，不需要擔心生活，可以

更專注於研究，期盼我有能力後，也要將這份愛回饋於扶輪社及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

的人。 

成為獎學生，是人生新里程的開始，在短短的幾個月內，參與各種活動和接觸獎學生

聯誼會的學長姐們，感受到自己在各方面都成長許多，再次感謝扶輪社給予我機會，成為

大家庭中的一份子。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剪影 

時間：3月14日(星期一)早場5：30報到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活動報到接待組合影留念                     早場組擊球前合影留念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17公里海岸線、鶯歌陶藝DIY剪影 

 
時間：3月20日(星期日) 

 
 
 
 
 
 
 
 
 
 
 
 

陽光明媚、海天一線-新竹南寮17公里海岸線 
 
 
 
 
 
 
 
 
 
 
 
 

造船一世紀，見證時代百年產業-新竹萬昌造船廠 
 
 
 
 
 
 
 
 
 
 
 
 
 
 
 
 
 
 
 
 
 
 
 

DI彩繪瓷盤-鶯歌臺華窯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六日 

第 181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簡婉軒小姐報告 

例會後召開 2022-2023 年度(第 36 屆) 

第二次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四月二日 

第 1818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四月九日 

第 1819 次例會 

【地區扶輪公益網來訪】 

節目介紹人：莊金盤 P.N.Davie 

主  講  者：祥同中醫診所 

院長 蕭喨綺女士 

講      題：輕鬆減脂護健康 

 
 

敬祝 生日快樂! 

汪正輝前社長(48.03.28) 

賴建男前社長(58.04.05) 

羅國龍前社長夫人(45.04.01) 

黃健豪社友夫人(63.04.02) 

劉炳宏前社長夫人(51.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家榮秘書(89.03.27)2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2 日  第 1815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Decor、Frank、Kenny、

Otoko、Sky、Stone、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3 月 12 日   第 181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68,000 
Alan 2,000 Junior 1,000 
Benson 3,500 Kay 1,000 
Cathay 2,000 King 2,000 
Coach 1,000 Land 1,000 
Davie 2,000 Leo 5,000 
Dental 3,000 Mars 1,000 
ENT 1,000 Polo 3,200 
Eric 2,000 Roberta 1,000 
George 1,000 Shige 1,000 
Hero 1,000 Smile 3,000 
James 2,000 Stock 2,000 
Jason 1,000 Taylor 2,000 
Jey 1,500  

 

小計：    $46,200 總計：    $1,014,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20,300 
Leo 30,800 Kay 7,700 
Oki 15,400 Polo 10,200 
Barcode 7,700   
小計：    $71,800 總計：   $1,292,100 

 

春季旅遊~感謝~ 

社長 Benson 致贈與會人員福源花生醬

堅果卷禮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