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4月 16 日  第 1820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蝴蝶奇緣文創館執行長蕭麗

娜小姐、蝴蝶生態藝術館館長蔡百峻先生、

P.P.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Coach、P.P.Hero、Tetsu、P.P.First 

夫人、P.D.G.Trading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Fuku、Justice，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思慕的人」、「張三的歌」。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恭喜 P.P.Hero 喜獲孫女，準備彌月

蛋糕分享與會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地區年會貴賓接

待組第二次籌備會議，敬請各位 PP

留步參與會議。 

(3). 4 月 23 日第 1821 次例會，延至 4月

24日(星期日)參加第 32屆地區年會

假大直典華舉行。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正式服

裝、配帶年度口號領帶、絲巾出席。 

(4). 4 月 30 日第 1822 次例會，適逢 51

勞動節，休會乙次。 

(5). 5 月 7 日第 1823 次例會，延至 5月 8

日(星期日)假 Mega 50 鼎鼎宴會廳

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 

(6). 本社授證 35 週年慶典，謹訂於 5 月

29 日(星期日)假新板希爾頓宴會樓

3樓圓滿廳舉行，邀請卡已放置各位

社友桌上，請大家攜回。謝謝! 

(7). 最近友社授證較多，請大家踴躍登記

出席，謝謝!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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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糾察程文金P.P.Cathay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洪敏捷 P.P.ENT 介紹主講者： 

姓名：蕭麗娜 

生日：45 年 1月 1號 

學歷：台北商業大學企管系畢業 

曾任：全國創新創業總會公關長 

現任：中華社團領袖聯合總會理事 

香菇王第一名店顧問 

台北市大稻埕銀髮族協會理事長 

榮譽：經濟部第二屆國家新創事業獎、行

政院國家發展暨女性領導第四期

研究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總會頒

發總統榮譽獎狀、總統頒發教育部

教育百人團灌溉台灣講座 

從蝴蝶生態到蝴蝶文創 

 

 

 

 

 

 

 

 

 

蝴蝶奇緣文創館執行長 蕭麗娜小姐 

蝴蝶先生負責花錢建置創造生態文化藝術，蝴

蝶夫人負責將其元素轉換為商品，作為文創產

業行銷國際，儘管一路走來辛苦，蝴蝶夫婦卻

甘之如飴。 

與蝶共舞 

曾以蝴蝶王國為傲的台灣，曾幾何時已不復當

年風光；台灣原有 400 餘種蝴蝶，密度和數量

均居世界之冠，卻因近年來山林環境被破壞及

當地居民大量捕捉後製成標本賣到國內、外等

因素，造成蝴蝶的種類與數量銳減。為了紀錄

蝴蝶生態，我先生蔡百峻放下工作，從 30 幾

年前開始，一人一車，一架相機，一天超越百

公里路，風塵僕僕，穿越高山溪流，只為了捕

捉蝴蝶美麗的身影，「看似浪漫的追蝶，背後

其實艱辛而孤獨，尤其在早期尚未數位化的時

代，要選幾張滿意的相片，可能得花費幾百張

膠捲與沖洗才能獲得。」 

寬尾鳳蝶是台灣特稀有保育種，象徵蝴蝶王國

中的王者之蝶，是台灣生態圖鑑非常寶貴的資

料。當時我先生蔡百峻拍下的寬尾鳳蝶，不論

是蝴蝶的氣度、展翅的精神都在一張張照片裡

經典呈現，也成了「蝴蝶奇緣文創館」的象徵

圖騰。 

台灣蝴蝶文化，躍上國際舞台 

我們不製造、不販售蝴蝶的標本， 而是用鏡

頭描寫蝴蝶的倩影。 

「反正愛台灣」的系列文創產品，以台灣島的

圖形，一正一反，設計成為蝴蝶的圖騰。這件

作品設計的意涵是意見可以接受左右不同， 

但是期許台灣在正面、反面的各種聲浪中，要

彼此包容和諧、成長茁壯，「重點是要有愛台

灣的交集點，台灣才能像蝴蝶般美麗、展翅、

飛翔。」 

走過災難 發現幸福 

為了一圓在蝴蝶翩飛圍繞環境中生活的夢想，

也嚮往鄉居生活，我與先生選擇在美濃「黃蝶

翠谷」，六龜「彩蝶谷」，茂林「紫蝶幽谷」之

間的高樹鄉新豐村落腳下來，規劃開個紫斑蝶

民宿，目標是種滿蝴蝶愛吃的食草，不搭網室，

讓蝴蝶在山野自由飛舞。 

2009 年 6 月，民宿開幕，怎料才 2 個月，卻

在八八水災惡水來襲時，瞬間泡湯。屏東荖濃

溪堤因河水暴漲，山區土石流造成馬路與溪流

間，100 多甲的農地變成河床。數不清的漂流

木覆蓋在家園，我現在回想起來仍然驚悚萬分，

「然而，託福蝴蝶的福運，我們還活著…」。 

曾歷經災難，讓我們更深刻體會人在面對大自

然無情摧殘時的無力與脆弱，也希望將台灣的

天災浩劫當成環境教育教材，讓大家了解環境

生態的榮枯與人類生活息息相關，「人類如果

繼續漠視或恣意破壞與大自然的平衡與和諧，

終將承擔惡果、得不償失。」 

 社長徐明偉P.Benson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蝴蝶夫蕭麗娜女士小社旗、車馬費，

感謝其精彩分享。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

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AKS 及巨額基金捐獻人表彰晚宴暨第 32屆地區年會剪影 

時間：4月 23 日(星期六)、24 日(星期日)                 地點：大直典華旗艦館 

第 32 屆地區年會獲獎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全國12地區捐款排名第十名、全國3490地區捐款排名第二名 
統一捐款百分百社-板橋東區扶輪社 

RI超我服務獎-徐明偉P.Benson 
扶輪基金功績獎- 
徐明偉P.Benson、郭昭揚P.P.James 
郭道明P.D.G.Trading、黃文龍D.G.ood 

地區超我服務獎- 
江基清P.P.Al、徐明偉P.Benson 
劉炳華P.P.Stock、郭道明P.D.G.Trading 

地區服務功績獎-郭道明P.D.G.Trading 
社長獎-徐明偉P.Benson 
扶輪耆老獎- 
郭祐福P.P.Fuku、李水日P.P.George、郭道明P.D.G.Trading 

地區服務辛勞獎- 
洪敏捷P.P.ENT、李水日P.P.George、黃伯堯P.P.Jack 
郭昭揚P.P.James、黃健豪Taylor 

 

 

 

 

 

 

 
 
 

 

 

本年度AKS會員D.G.Wood                本年度鉅額捐獻人P.Benson、P.P.James  

P.D.G.Trading、D.G.Wood 

 

 

 

 

 

 

 

 

 

 

  社長Benson榮獲R.I.超我服務獎                    與會社友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五月十四日 

第 1824 次例會 

授證暨交接籌備會議 
  

敬祝 生日快樂! 
李水日前社長(22.05.09) 

王世原前社長(42.05.10) 

黃文龍地區總監(43.05.12) 

陳萬祥前社長(49.05.13)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李榮鏗前社長夫人(49.05.09) 

翁仁禮社友夫人(82.05.17) 

徐明偉社長夫人(65.05.2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聖家社友(104.05.12)7 年 

徐明偉社長(95.05.17)16 年 

邱顯清社友(109.05.20)2 年 

 

五月份臨時線上理事會記錄 

時  間：5月1日(星期日)中午11時 
地  點：Line會議室 
理  事：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 

吳晉福、賴建男、吳得利、 
李榮鏗、劉炳華、黃健豪、 
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原訂五月八日(星期日)假MEGA 50

鼎鼎宴會廳舉行之慶祝母親節晚
會暨爐邊會，是否如期舉行。請
討論。 

說  明：需於5/1前通知餐廳是否照常舉
行，若取消餐廳訂金18,000元，
只能延期使用無法退款。 

決  議：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因受近
期疫情變化影響，取消此次母親
節餐敘避免群聚，取消爐邊會改
以爐主名義採購禮券(二千元)致
贈社友。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一日  

第 182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林聖家 Stone 

主  講  者：竹治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羅傑先生 

講      題：地方創生再造關西鎮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4月 16 日   第 1820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6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Coach、

Davie、Decor、Frank、Jimmy、Kay、
Kenny、Leo、Otoko、Oki、Stone、
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4月 16 日  第 182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84,200 
AL 1,000 Jey 1,000 
Benson 3,000 Justice 4,000 
Cathay 1,000 Land 1,000 
Dental 2,000 Mars 1,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First 2,000 Smile 1,000 
Hero 5,000 Tea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5,000 
Jason 2,000 Will 1,000 
小計：    $34,000 總計：    $1,118,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403,450 
Frank 7,700 Justice 7,700 
Jack 15,400 Stock 10,200 
Just 15,400 Stone 7,700 
Benson 18,950 Tea 7,700 
ENT 10,200 Trading 7,700 
Jason 7,700 Will 10,200 
小計：    $126,550 總計：   $1,53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