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5 月 21 日  第 1825 次例會 

 

 下午一時舉行 Zoom 視訊會議，社長徐明

偉 P.Benson 宣佈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竹冶文化設計有限公司總經

理羅傑先生、來賓曼都美髮副總經理張春

和先生、進原企業社董事長李枝塗先生、

鴻運工程行水電工程師張閔雄先生蒞臨。 

敬祝社友 Jimmy，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 、 

自選曲「歡喜來恰恰」。 

 代理出席林振哲 P.P.Sky 報告，目前上線

人數 27 位。 

 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年度即將結束，尚未繳納社費、爐邊

會分攤款之社友，請儘速繳納以利

社務推展。 

(2). 下週五月二十八日(星期六)例會，

邀請立誠骨科診所院長陳山志先生

(板橋社社友 Ortho)，專題演講「顧

好咱乀骨頭：困擾的肩膀疼痛」。 

敬邀社友、寶眷一同上線聆聽。 

(3). 新社友蔡健從先生(Andy)入社選票

單已寄發給各位社友，請大家收到

後儘速回執選票單。 

 社友林聖家 Stone 介紹主講者： 

姓名：羅傑先生 

生日：1984 年 4 月 4 日 

學歷：中原大學建築碩士 

現任：竹冶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總經理 

內山文化設計有限公司 設計總監 

和冶國際建築開發有限公司 董事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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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關西藝術小鎮發展協會 理事長 

新竹縣文化創意協會 理事 

新竹縣室內裝修公會 理事 

新竹縣景觀設計公會 理事 

關西街區改造計畫 負責人 

榮譽：中原大學建築研究所建築設計組 

第一名、北京清華大學亞洲研究 

生設計競圖首獎、竹東鎮信義立 

體停車場競圖首獎、2017 台灣客 

家優秀創業青年獎首獎、台灣客 

家茶故事園區競圖首獎 

地方創生再造關西鎮 

 

 

 

 

 
 

 

 

竹冶文化設計有限公司總經理 羅傑先生 

台灣的長壽鄉-關西 

「關西」是由山、河、田交織而成的天然小鎮，

三面環山，有鳳山溪、牛欄河及壯闊的農田，

累積百年歲月的歷史風情，民風純樸，在這裡

沒有都市的緊湊，人們享受著緩慢的生活步調，

全鄉人口約二萬八千多人，超過百歲人瑞十多

人，八十至百歲的老人有二千多人，因此有「長

壽鄉」之美譽。 

地方創生 

一詞源於日本，目的是為了解決人口過度集中

於都會區，造成地方人口減少、貧困的問題，

希望結合地方特色及人文風情，發展出最適合

自身的產業，進而帶動地方經濟繁榮。台灣也

於 2019 年推動地方創生，希望能讓年輕人口

回流，改善人口老化、減少城鄉失衡。 

竹冶聯合設計於 2015 年 7 月成立，承攬環境

規劃、景觀設計、建築設計、文史調查等業務，

透過設計與跨領域合作，發掘桃竹苗在地的文

化、歷史、記憶，讓人們可以更容易且深刻的

認識這塊土地。 

「竹冶」承包了政府委託的地方創生計劃，我

放棄了中國大陸百萬月薪的誘惑，回到家鄉創

業，我不敢講自己有「使命感」這樣偉大，但

我只知道自己熱愛家鄉，在關西創業七年，早

已喜歡上這裡，既然生活在這裡就應該要為這

地方做貢獻。 

地方創生配合客委會的客庄政策，將補助用於

整體環境規劃、街區改造及慢行系統等硬體設

施，例如「小招牌」運動，台灣的招牌很有特

色但也很凌亂，他希望不只是關西，將來可以

推動到全國，讓市容更整齊美觀；而慢行系統

則是以人和腳踏車為主，將關西的山、河、田

連成一條路，慢慢串起來。 

腳踏實地博感情 全鎮八成參與 

「關西小招牌運動」是以關西鎮都市計劃範圍

區內之街道為主，約近 450 個店家，700 面招

牌參與改造計劃，約占全鎮之 80%，搭配客委

會補助的電線電纜地下化及立面收整等計劃，

未來關西小鎮將會煥然一新，成為浪漫台三線

上最亮眼的鄉鎮。 

一個計劃的推動，最重要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經過逐戶拜訪，大約跑了上千趟；對於招

牌縮小很多店家都可以接受，認為大家一起變

小只要公平就好，也有人說只要把品質做出來，

東西好吃顧客就會上門，招牌大小不是那麼重

要。 

再者，現在是網路時代，很多人出遊前會先上

網查資料，我幫店家在臉書行銷，讓外地人很

容易就找到好吃好玩的地方，又透過專業，為

店家做客製化的景觀平面設計，讓每一面招牌

都具有文創風，美觀又獨一無二，這些都是竹

冶額外的服務，因為團隊的用心鄉親都能感受

得到，因此進行還算順利。 

外地人標案，只是把10個招牌做完就結案了，

而我不一樣，因為他是在地人，要以全鎮為目

標，因此我做了七百多面招牌，只為打造關西

成為漂亮的地方。 

藝術造鎮 共榮共好 

關西的地方創生與其它城鎮不一樣，推動計劃



是以整個鎮為目標，而不是單點的個人或某個

公司，是一種共榮共好的概念，大家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集資了上千萬，透過努力，未來會

有博物館、圖書館和美術館等設施，年底就會

完成，將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樣貌，結合觀光

旅遊嶄新呈現。 

「藝術造鎮」行動帶起關西的藝術風氣，也吸

引更多有志保存傳統文化的青年回到家鄉，身

為新竹在地人的我也正是其一。我協助翻修老

屋，更盼望用融合傳統與創新的建築設計，重

新包裝客家文化歷史記憶，以突顯並保存客家

文化之美。 

 社長徐明偉P.Benson代表本社致贈羅總

經理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地區辦公室來函~第 32 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 
 

主    旨：函知第 32 屆地區年會提案結果通知。 

說    明：時    間：2022 年 4 月 18 日下午 3時 

地    點：地區辦公室 

督察人員：黃文龍 D.G.Wood、謝漢池 P.D.G.Beadhouse、陳怡文 S.Attorney、 

周家榮 P.P.Jimmy、董金偉 C.P.Roger、陳水生 P.P.Building 

第 32 屆地區年會提案共計四件提案，提案開票： 

提案一：本地區之總監提名程序，依國際扶輪程序手冊之細則 12.020.，就下列 A、B兩方 

案，請擇一。(複選無效) 

A 案：本地區的總監提名程序依國際扶輪細則 12.020a 採提名委員會程序決定總 

監提名人。 

B 案：總監提名程序，建議改採「社投票」之方式，由各社直接選舉產生總監提 

名指定人。 

表  決：A案 85 票、B案 60 票、廢票 7票，通過 A案。 

1:實施日期：2025-26 開始。在此之前仍用舊制。 

2:提名委員會有 11 位提名委員，且每人皆不能超過三次任期ㄧ年的限制。 

3:保有挑戰制度 

 

提案二：2022-2023 年度 RI 理事提名委員會委員，提請通過。 

表  決：同意 74 票、不同意 2票、廢票 1票，同意通過此案。 

 

提案三： 2020-21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過。 

表  決：同意 75 票、廢票 2票，同意通過此案。 

 

提案四：建議地區年會通過地區分區再分區辦法，如超過 8 社以上總監有權責處理之。提 

請決議。 

表  決：同意 46 票、不同意 29 票、廢票 2票，同意通過此案。 



 

 

 

本週節目 

五月二十八日  

第 1826 次例會 

Zoom 視訊會議 

節目介紹人：吳得利 I.P.P.Polo 

主  講  者：立誠骨科診所院長  

陳山志先生(板橋社 Ortho)  

講      題：顧好咱乀骨頭：困擾的肩 
膀疼痛 

 

下週節目 

六月四日  

第 1827 次例會 

適逢端午節假期，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六月十一日 

第 182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健豪 Taylor 

主  講  者：漫畫圖文創作人  

鄭硯允先生 

講      題：漫遊艋舺，尋找台灣人飲食 

DNA 

 

 

敬祝 生日快樂! 
羅國龍前社長(43.06.05) 

蕭慶安社友(47.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張正鳴前社長夫人(51.06.03)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5 月 21 日   第 1825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Bright、 

  Coach、Decor、Jimmy、Kenny、Otoko、 

Oki、Stone、Tetsu、Tiger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 

時間：6月11日(星期六) 

08:30-09:00報到聯誼 

12:10發送午餐盒、賦歸 

地點：台北圓山飯店 

參加：社長 徐明偉Benson 

社長當選人 吳晉福Dental 

 

友社授證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38週年紀念典禮】 

時間：6月18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2樓如意廳 

 

 

扶輪知識~要有出席才有聯誼 

加入扶輪的理由，第一個是友誼，對友誼 

及聯誼的需求，這是扶輪社1905年 

之所以創立最重要的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