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chi主講，請大家踴躍參加。
Patrick秘書報告，3月25、26

日3460地區年會社友及夫人都是
100%報名，請各位社友及夫人踴
躍參加。

今天例會結束後有理事會，
請理事留步，社友如需補出席，
也可以參加。

Patrick秘書報告，這個禮拜
有很多社友舉行家庭懇談會，特
別再提醒一下家庭懇談會日期，
16日CP Concept、18日有Lapping
、Copper、Sports、Concord、
Living、E-Style、Polylon、19日有
King、Tony、Tang舉辦。

個人，怕小朋友心理上會不平衡
。我想他們可能很少吃到零食，
特別準備一些餅乾送給他們。今
天去集集國小才發現集集國小校
長是之前久美國小的校長，他的
安排很不一樣，有一些學生比較
特別，學校會特別補助他在校外
的學習，因為學校沒有那麼好的
師資，所以覺得這樣的贊助立意
很好。

這次在PP Polylon當年度的十
五位扶輪之子今年滿三年，剩下
還有十五位，也是持續在認養中
，建議以後在認養時，是不是考
慮直接給學校去安排，因為才不
會有國小六年級升到高一後，會
分散到好幾個學校，像今天就有
三個學校要跑，總共有七、八個
學校。Lobsang真的很用心安排，
，謝謝大家的愛心及用心。

Patrick廖俊榮秘書報告，下
週二（3月21日）例會邀請主講
人鄧秉華 博士演講「淺談你我身
邊的基因改造食品」，請社友踴
躍出席。例會後有STAR會議，由

上週民國106年三月十四日第
1167次例會，邀請林金田 

先生「演講舊情綿綿，擺盪的歲
月」。

Alumi賴文瑞社長報告，今
天很忙，早上到溪尾國小舉行扶
輪之子捐贈及訪視，Lobsang今
天也忙了一天。溪尾國小五位認
養人都有到，接著轉到集集國小
，集集國小有兩位認養人，一位
剛好出國，剛好有Lawyer夫人、
Power夫人、跟社長夫人代替社
友與小朋友做訪視，如果缺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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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專題演講：淺談你我身邊的基因改造食品

主講人：鄧秉華 博士 （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綜合事業部總經理）

例會後有STAR會議 / 主講人 Archi(3460地區NGSE主委)  講題：NGSE的簡介



上週民國106年三月十四日第
1167次例會，邀請林金田 先

生演講「舊情綿綿，擺盪的歲月
」。

Illig介紹林金田講師，與林金
田先生十年前認識，當時他在國
史館當館長，一路升官到文建會
副主委，最後是文化部政務次長
，林金田先生大概是本社講師第
一次部長級的，林金田先生已退
休，目前是畫家，在畫界裡已是
成就非凡，是畫界裡官當最高的
，當官裡面畫的最好的。

我曾經有一個夢，十年前林
部長當時學畫約四、五年，剛認
識時候，我說我也要開始學畫畫
，到一定水準的時候，兩人攜手
一起開聯展，那時至今林金田先
生在畫界已是一方大師，林金田

先生東海大學碩士，也在美國拿
第二個碩士，擔任公職期間，公
費保送到雪梨大學、杜克大學做
研究學者實在很不簡單。

林金田先生說，他是一個鄉
下長大的小孩，從最基層的公務
人員做起，不小心做到行政院文
建會副主委，沒想到踫到「夢想
家」，搞得焦頭爛額，人生就是
這樣的起起伏伏，林金田先生選
擇在三年前擔任文化部政務次長
的拋物線高點就急流湧退，告老
還鄉，留點時間給自己來畫畫，
實現人生最大的夢想。

林金田先生說「舊情綿綿。
擺盪的歲月」，在公共電視播出
一個小時的也是一樣名字叫「舊
情綿綿 擺盪的歲月－台灣的吊橋
大王林枝木先生」，林枝木就是 ▲有獎徵答答對社友獲贈林金田先生畫冊

第1167次例會

舊情綿綿，擺盪的歲月

林金田 先生
(前行政院文化部政務次長)

▲林金田先生演講：舊情綿綿，擺盪的歲月

－詩寫（畫）臺灣的吊橋 

在講我的父親。
父親這一輩子為了做吊橋，

培養家裡幾個小孩，養家活口，
沒有想到在台灣三百座吊橋，父
親建做了二百多座約三分之二，
所以大家稱他為吊橋大王。

先民的搭建橋樑，限於地理
環境、材料及工具，大多只是因
陋就簡的就地取材，或竹木、或
藤索、或土石，因時空的不同而
互異，在平地多為木石橋，在深
山則多為藤索橋。藤索橋，便是
吊橋的前身，隨著科學的日新月
異，吊橋建材也由早年的藤索，
進而為鐵索，到目前的鋼索。當
然吊橋也更隨著各種新式橋樑的
興起，而走過了黃金歲月，正逐
漸的步向黃昏。近年，吊橋的建
造，也由原來的交通功能，蛻變
為觀光功能。

吊橋的建造：勘測、橋位選
擇、橋位選擇、基礎礅臺、橋柱



、後筋、架鋼索、架設吊索、固
定橋面、安颱風線、油漆、落成

建吊橋要膽大心細。首先，
最困難的是「絆母索」，也就是
架設主索，需拉著或綁在身上游
到對岸緊掛在橋柱上，過程很是
艱難。還有為使吊橋穩固安全，
能抵抗風力及減低搖晃，另外得
安置「颱風線」，在基礎墩臺兩
側建造小型墩座，利用鋼索聯繫
橋面繃緊兩側。這也是很危險的
工作。

林金田先生憶述他父親雖非
科班出身，卻懂得根據力學原理
，畫簡單設計圖，算出建橋所需
的三角函數。他說，當年父親自
草屯高等科畢業後考取日本大阪
中學，卻因家境與日本戰敗終究
放棄升學，十八歲起跟著老師傅
黃石英、林萬科當學徒，橫跨貓
羅溪的平林吊橋是父親第一座參
與建造的橋。

而位於彰化縣八卦山、連接
華陽公園和彰化縣立體育場的華
陽吊橋，全長八十二公尺，寬一
點六公尺，高八公尺，民國八十
二年六月峻工，成為華陽公園的
著名景點。

說到華陽吊橋，林金田先生
說華陽吊橋是他父親-林枝木最後
的作品。完工不久即中風，新店

市公所打電話來說碧潭吊橋要整
建，請老師傅去看看。躺在病床
上的父親猶勇氣十足回答：「復
建兩個月就可以去了！」言猶在
耳，沒想到父親又中風兩次，結
果是由父親的班底接手。

彰化縣長翁金珠曾說，全台
灣三分之二的吊橋都由父親所建
造，不過，這些吊橋完工後都沒

台中南門社扶輪之子捐贈暨訪視活動

溪尾國小～第一屆扶輪之子14-15年度第三年度下學期認養人訪視活動106.3.14

集集國小訪視活動～106.3.14

成城國小訪視活動～106.3.14

2017年3月14日是溪尾國小和集集國小認
養三年最後一屆，扶養人都會有一張感謝
狀，社長於例會中轉頒感謝狀予Living社友

CP Concept轉頒集集國小扶輪之子感謝狀
予台中南門社



有留下林枝木的名字，而華陽吊
橋是父親建造的最後一座吊橋，
等到華陽吊橋完成後，父親才因
病逝世，享年七十四歲。為了紀
念父親建橋不留名的風範，縣府
才在華陽吊橋旁設立工程紀事銘
，緬懷這位吊橋大王的豐功偉業
。

林金田先生一邊介紹如何建
造吊橋及台灣吊橋現況調查，一
邊回顧他父親建造的吊橋舊照及
欣賞舊情綿綿-擺盪歲月-詩寫(畫)
臺灣的吊橋，圖文共賞。

林金田先生以畫家的觀點來
說，吊橋兩條主索自然下垂具有
曲線美，兩旁吊線筆直下垂具直
線美，橋身又有彈性，走起來搖
搖晃晃，又橫跨在青山綠水間；
凌空越阻，體態嬌柔，常成為藝術
家作畫或文學家吟詩的好題材。

最後，林金田先生透過畫作
再深入心靈的探索，認為目前社
會愈來愈混亂，綜觀在家庭親子
方面、勞資雙方、市府與民眾間
都缺乏心靈的橋樑溝通，他相信
，只有搭起這心靈的橋樑，我們
的社會才會愈來愈安定與祥和。

林金
田先生寫
了「台灣
的吊橋」
一書內容
提及，一
百年以後
真的沒有

人會建造吊橋，但裡面有設計圖
稿、有建造步驟、有力學、有三
角函數，可以按圖索驥，重新建
構吊橋；這個「舊情綿綿 擺盪歲
月」，重點是要強調重視心靈溝
通的橋。

106年3月25.26日 (星期六.日）參加國際扶輪3460地區第39地區年會

106年3月28日 　 (  星  期  二）3月28日變更參加地區年會，休會乙次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2月14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賴文瑞

出席：黃吉隆、廖俊榮、林丙申、陳俊清、莊賜濱、黃木村、劉銖淇、

　　　陳慶璋

列席：林耀清、洪富金、張國洋、吳為楨、湯富淳、江輝雄、馮賀欽、

　　　陳國輝、吳騰彥、朱福民、趙紹清、張光瑤、陳重光、汪世旭

議題：

一、1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enchiku報告。

決議：通過1月份財報。

二、預計舉辦台中家商法治教育日期-4月26日(三)

說明：請 服務計劃主委 Poster報告。

決議：尚請服務計劃主委與台中家商詳細規劃。

三、例會變更：

5月09日(二)職業表揚。

5月23日(二)變更休會(參加5/26(五)新店碧潭社授證暨社內春季旅遊)

6月06日(二)變更休會(變更為6/4(日)台中市1-2、1-6分區聯合例會)

6月13日(二)六月份慶生會。

說明：請 秘書 Patrick報告。

決議：確定變更如下

5月09日(二)職業表揚。

5月19日(五)參加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暨南門GOLF球隊5月份月例賽

5月23日(二)變更休會(參加5/26(五)新店碧潭社授證暨社內春季旅遊)

6月06日(二)變更休會(變更為6/4(日)台中市1-2、1-6分區聯合例會)

6月13日(二)六月份慶生會。

四、3460地區年會-3月25、26日(六、日)中興大學，社友需協助事項。

說明：請 社長 Alumi報告。

 決議：此次地區年會為3460地區最後一次舉辦，全體社友與夫人全數報

名參加，本社於地區年會擔任程序組，尚請Caita社當負責程序組

的安排。

五、臨時動議。

台中南門社2016-17年度 2月份理事會 

張廖萬煌地區年會副主委報告
地區年會副主委Home報告，

除了上星期報告的地區年會很多
都是我們社辦的之外，最後我們
要散場時，也是我們南門社做最
後的終結，由 Rudy夫人麗楿姐安
排最後的節目，所以大家盡量留
到最後觀賞，謝謝。

陳國輝報告國際旅遊
E-Style主委謝謝大家對於新

手上任的大力支持，上星期簡略
報告行程，因為我們要看Verona

（羅馬競技場歌劇院）所以時間
預計16日出發26日回來，國際之
旅～「德義的十一天」，我會盡
速於這兩日將行程po於群組上。

報告出席率
出席主委Casa報告上週例會

出席率，社友總人數66位，請假

人數3人，出席人數40人，上週出

席率63%。

陳慶璋糾察報告
St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Illig

社友、E-Style歡喜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