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2 月 18 日  第 1864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聯誼張正鳴 P.P.Jason 

歡迎主講者民安國小校長 王健旺先生 

蒞臨本社。 

敬祝 P.P.Just、 P.P.George 夫人、

P.P.Otoko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Leo 結婚 2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舊皮箱的流浪兒」、「只有孤單

陪伴我」。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二月二十五日(星期六)例會，適逢

228 連續假期，休會乙次。 

(2). 社長當選人 莊金盤 Davie 要致贈

全體社友伉儷之外套，尚未丈量尺

寸者，請儘速丈量。 

(3). 三月份有兩場友社授證皆需要十位

參加，請能出席之社友踴躍登記報

名。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社友翁仁禮 Leo 介紹主講者： 

姓名：王健旺先生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藝術研究所 

曾任：板橋林家花園園長、板橋中山國小 

校長 

現任：新北市新莊區民安國小校長、新北 

市國教輔導團藝術領域召集人 

榮譽：錦裝細琢—林家花園建築裝飾繪典、 

林本源家族及其園邸建築藝術探究、 

新莊慈祐宮正殿建築裝飾藝術探討、 

臺灣土地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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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林家花園富貴密碼 

 

 

 

 

 

 

 

 

 

 

民安國小校長 王健旺先生 

林本源家族史 

 

 

 

 

 

 

 

 

 

 

密碼一：英雄不怕出身低、膽識要有、眼光要

準 

林平侯，1782 年前來臺灣探望在臺北新莊

定居，業為教席的父親林應寅。林平侯先受僱

於米商鄭谷家，後自經紀米鹽生意。1787 年，

林爽文事件引發通貨膨脹，導致米鹽漲價，獲

得銀錢叵算，成為商業鉅子。後父林應寅回漳

州終老，而林平侯繼續留台。 

之後，以數十萬兩銀捐得新竹縣縣丞（轄臺灣

北部）。1806 年之後，又以捐官方式捐得同

知，並分發廣西。歷任潯洲、桂林，後因政績

頗佳，升任南寧與柳州知府。 

林維讓，生於嘉慶二十三年， 卒於光緒四

年 ，享年六十一歲，同治 2年建「大觀書社」

「文昌祠」，同治 1年(1862)平戴潮春事件獲

授三品銜，同治 12 年改建大觀義學，光緒 4

年（1878），山西發生災害，維讓母親鄭夫人

捐銀 20 萬兩協助賑災，獲賜『積善餘慶』之

匾。  

林維源，生於道光十八年，卒於光緒三十一

年，享年六十八。官至太樸寺卿，1886 劉銘

傳任其為全台撫墾大臣，設全台撫墾局。響應

劉銘傳種茶計畫，而成全台最大茶商。維源在

台文官獲最高二品銜晉（河南）、豫（陜西）

大旱，維源以母親鍾夫人名義，捐銀 2萬兩賑

災，光緒四年獲賜『尚義可風』之匾。  

密碼二：官商合作、民不與官鬥 

密碼三：門當戶對、強強聯婚、不富也難 

福州陳寶琛家族 

福州沈葆楨家族 

福州嚴復家族 

上海盛宣懷家族 

清水蔡源順家族 

鹿港辜家 

霧峰林家 

基隆顏家 

新光集團吳家 

印尼棉蘭張鴻南家族 

臺南連雅堂家族 

桃園梅鶴山莊林家 

薇閣中學李家 

密碼四：富貴世家、風水大不同 

風水 1：好地理，佔穴頭 

1、林家在建造此大厝及園邸時，是經過一番

考量的，如選現址即為板橋不淹水之處 

2、園邸前有公館溝、湳仔溪連接大嵙崁溪（大

漢溪），在當時板橋地區很多水渠都是流往

大漢溪，水脈交織縱橫，地理師稱之為「仙

人撒網穴」，林本源園邸正佔在此穴頭上，

故財富綿延不絕。 

風水 2：山主人丁，水主財 

三落大厝的中軸線直接面湳仔溪和大漢溪的

交會處，聚財最旺 

風水 3：大池，大聚財，忌小人 

在園林造景中山、水元素為其靈魂，有山則靈，

有水則活，水池被喻為庭園的眼睛。 

正北方位：卦位坎，代表中男，屬水，俗稱「財



 

山」，主智慧和發展。 

正北位高，帶來運勢，利學業，旺財運，又有

「家宅靠山」之說，影響家宅的長久運勢，不

可空缺低陷，宜方正高大，如果北有山林環抱

藏風聚氣更佳。 

風水 4： 

擋煞、祈福、求平安。 

密碼五：修身低調、持盈保泰 

密碼六：富貴在眼前、五福都臨門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王校長感謝精彩演

說。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

收入。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慶祝扶輪 118 週年暨和平日活動剪影 

時間：2月 23 日(星期四）09：00 報到、10：00 活動開始 

地點：基隆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基隆市中正區北寧路 367 號) 

 

 

 

 

 

 

 

 

 

 

社長 Dental、秘書 Jey、社區主委 P.P.Eric 代表出席 

 

友社授證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12 週年】 

時間：3月 26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社區服務-知書達禮愛在大理計畫 

時間：3月 5日(星期日)13:00 

地點：大理國小視聽教室 

 

社長當選人訓練研討會 
時間：3月10日(星期五)09:00-3月11日(星期六)16:40 

地點：淡水福容大飯店 

參加：莊金盤P.E.Davie伉儷、黃伯堯P.P.Jack 



得獎感言   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成功大學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顏正浩先生 

  我的名字是顏正浩，來自馬來西亞，今年27歲，現就讀於國立成功大

學的跨領域神經科學博班課程。首先，我寫這封信是為了表達我對照顧社

友郭道明董事及板橋東區扶輪社最大的感激之情。此外，我也非常感激中

研院細生所廖永豐老師的推介，讓我有機會獲取這份獎學金。 

 

     其實，在申請這獎學金之前，我是沒聽過扶輪這社團。經過一番查詢後，我才了解扶

輪社是服務社，而既定使命是為大眾服務，促進誠信，世界理解、善意與和平。至今，國

際扶輪社最偉大的計劃是助於全球消滅小兒麻痺症的PolioPlus累計籌了8.5億美金及幾十

萬的志願服務時數。台灣的中華扶輪社也讓我驚訝，尤其每年的中華扶輪獎學金數額巨

大，並且慷慨甚至開放給予非台灣國籍的學生申請。扶輪社的慷慨真的非常鼓舞人心。作

為一名國際學生，我非常感謝扶輪社幫忙減輕我的經濟負擔。 

目前，我的研究主題旨在揭開阿爾茨海默老人癡呆症的潛在機制之一。年齡是阿爾茨

海默病的最大危險因素。許多國家如台灣的人口已經非常老齡化，這意味著老年癡呆症患

者的數量只會逐漸增加，導致加社會醫療系統的經濟負擔加重。除非開發出減緩、阻止或

預防著疾病的治療方法，否則到 2050 年，單單美國就預計會為阿爾茨海默氏症花費近 1 

萬億美元。目前，並還沒開發到有效的治療方法。雖然我的研究不太可能直接造成個有效

的治療方法，但將來有效的治療方法有可能是建立在我的基礎研究的成果上。從而，這將

是我為社會的服務，所以我非常感謝扶輪社與其他貴人在我最初的這幾步中協助我。 

除此之外，這盛譽獎學金也讓我有機會加入這個由來自不同背景的其他同學和學長組

成的專屬社團。我會把握這機會踴躍參與扶輪社的活動，建立對未來可能有幫助的新聯

繫。最後，我希望在未來，扶輪社能以我為榮。如果經濟能力允許，我一定會回饋給扶輪

社，給予像我一樣的未來學生經濟幫助。 

 

地區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3 月 13 日(星期一)09:30 報到、10:35 大合照 

地  點：台北高爾夫球場(桃園市蘆竹區寶順街 800 號） 

 

扶輪二代與扶輪單身聯誼活動 

時間：時間：3月 18 日(星期六)下午 4:00~晚上 8:30 

地點：新莊典華頂樓(北歐光境廳) 

 

社長當選人 莊金盤 Davie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 

時間：3月 19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得獎感言    簡家秀獎學金 

中國醫藥大學健博士班三年級學生 楊茜如小姐  

我是楊茜如，目前就讀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

班三年級，很榮幸能夠獲得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非常

感謝板橋東區社讓我有這個機會可以獲得這份榮耀，以及感謝我的照顧社

友黃文龍先生提供這份獎學金。感謝板橋東區社社長吳晉福先生以及中華

扶輪教育基金委員會主委劉炳華先生，願意撥空來與我面談，給予我機會

可以侃侃而談自己的研究以及未來人生的方向。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不只是一份獎學

金，更是我在博士班求學路上的一份助力。這份獎學金除了提供金錢上的資助，相對的也

肯定了我在博士班生涯中的努力及學習，並替未來的人生道路上打下良好的基礎。 

同時，我要感謝我的妹妹婷婷，讓我得知此獎學金的訊息，讓我有機會可以申請這份獎學

金。另外，我要感謝我的指導教授-馬文隆教授，以及學程主任林振文教授，在我申請獎

學金的過程中，給予我協助以及鼓勵。因為有了這些貴人的幫助，我才能順利申請到這次

的獎學金。 

還記得參加頒獎典禮時在高雄中山大學，到場的時候內心非常震撼，自己能夠與全台

各個學校的碩博士的頂尖夥伴們，在這隆重的場合中一起領獎，這真是莫大的榮耀。扶輪

社的各個前輩及貴賓們都排除萬難的參加頒獎典禮，也毫不吝嗇的分享了許多他們在職場

及生活上的寶貴經驗，以及扶輪所要帶給大家的精神，並給予我們很多的鼓勵及建議，心

中非常的溫暖也很感謝，覺得身在這個扶輪大家庭中，除了感到幸運也很幸福。我也會將

這筆獎學金好好運用，並在自己有能力時也回饋給有需求的人，也期盼自己在未來的某一

天，能夠像扶輪的前輩們一樣，為扶輪這個大家庭盡一份心力。  

最後，我要感謝我的家人、朋友，在我博士班的求學過程中，一直給予我鼓勵及支

持。因著他們的支持，讓我能勇敢的面對所有困難和挫折，更堅定的向前走；也感謝及珍

惜所有關心我的師長及同學，很幸運能與您們相識，也因為有您們的幫忙與鼓勵，豐富了

我的博士班生活。最後再次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給予我莫大的支持，也讓我立志在我有

能力後，也要將這份愛回饋於社會，幫助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將扶輪精神傳下去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8 日   第 1864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08,600 

Andy 1,000 Jimmy 5,000 

Benson 1,000 Junior 200 

Cathay 1,000 Justice 200 

Davie 2,000 King 500 

Dental 3,000 Leo 2,000 

ENT 200 Polo 500 

George 6,000 Roberta 200 

James 500 Taylor 1,000 

Jason 100 Trading 3,000 

Jey 1,000 Will 200 

小計：     $28,600 總計：     $937,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66,850 

King 6,450   

小計：     $6,450 總計：     $973,300 



 

 

 

本週節目 

三月四日 

第 1866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專題報告】 

超能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成功大學博士班三年級學生-顏正浩先生 

簡家秀獎學金- 

中國醫藥大學健康科技產業博士班 

三年級學生-楊茜如小姐。 

 

下週節目 

三月十一日 

第 1867 次例會 

【春季旅遊-宜蘭龜山島、舊草嶺隧道一日遊】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 

程序： 

07:00~      板橋火車站北二門集合出發 

領取早餐、水果、礦泉水 

09:00~12:00 龜山島 ※ 繞島 ※ 登島 

12:30~14:00 午餐-大溪廟口海產 

14:30~16:30 舊草嶺隧道單車之旅 

18:00~      晚餐-板橋吉立餐廳 

 

節目預告 

三月十八日 

第 186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林振哲 P.P.Sky 

主  講  者：神傳文化基金會 

資深講師 林淑娟女士 

講      題：舞動生命的神韻 

 

 

 

敬祝 生日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王文霖社友(58.03.06) 

洪敏捷前社長(42.03.09) 

陳世君社友(60.03.11) 

郭俊麟社友(70.03.11) 

黃健豪社友(62.03.16)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62.03.07) 

張榮智社友夫人(67.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38 年 

陳嘉偉社友(71.03.07)41 年 

林忠慶社友(78.03.12)34 年 

林振哲前社長(78.03.12)3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2 月 18 日   第 1864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9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Barcode、Bright、

Coach、Decor、Enzo、Kay、Mars、

Otoko、Stone、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