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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5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慶祝母親節活動暨職業表揚】

前週民國107年四月廿四日第
1225次例會，邀請立．建
築工作所AMBistudio主持建築師
廖偉立建築師演講：「造化─生
活的日常」。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廖偉立建築師、美國接待學生
廖文琪、墨西哥接待學生陳美佳
、12-13接待德國學生劉敏學及
社友、社友夫人。
Catia社長報告，上星期4月
19日與南區社PK賽，我們以5:4
險勝，感謝選手為了比賽努力的
團練，這種榮譽不簡單，還有感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謝我們沒有參賽但到場搖旗加油
的社友。
Catia社長報告，5月12日是
地區訓練會議，會動員到一些社
友，屆時再請社友協助幫忙。
這屆剩沒幾次了，懇請社友
繼續相挺下去。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5月1日(二)例會因逢勞工節，
休會乙次。
Onsen秘書報告，5月8日
舉行5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
動、慶祝母親節活動、職業表
揚活動，歡迎社友及夫人踴躍
參加。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週民國107年五月一日第
上1226次例會，適逢五一勞
動節，休會乙次。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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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25次例會

廖偉立 建築師
（立．建築工作所AMBistudio主持建築師）

造 化 - 生 活 的日常

▲廖偉立建築師演講：造化－生活的日常

上週民國107年四月廿四日第
1225次例會，邀請立．建
築工作所AMBistudio主持建築師
廖偉立建築師演講：「造化─生
活的日常」。

Bob介紹廖偉立建築師，廖
建築師是我敬重的前輩，緣起二
十年前曾經事務所應徵，之後雖
然有入取，但不到二十天就畢業
了，之後還是有些緣份合作。我
非常關注廖建築師的作品，等等
他會作分享。廖建師經歷：美國
南加大的建築碩士、曾經在潘冀
建築師事務所、李祖原建築師事
務所擔任過主任設計師、現在是
立．建築工作所的主持建師師，

也有在台北科技大學兼任教授，
其建築作品多位於臺灣中西部，
尤以「橋」與「教堂」系列最為
著名。代表作品為王功生態景觀
橋、天空之橋、基督救恩之光教
會、忠孝路教會，以及毓繡美術
館。

廖偉立建築師說道，我將幾
年對建築的幾個想法，之於天地
宇宙、人體宇宙，再來建築宇宙
，與大家分享。
今年十月，我在復興路台中
舊酒廠有我個人的個展，歡迎大
家來看看！
今天的講題「造化」，我覺
得一個建築師很重要的是，你是

一個什麼樣的建築師？你如何做
一件事情？自己本身要有一個信
仰才能做下去，我各行各業的朋
友都有這樣的體會。
其實我們建築跟我們的生活
息息相關，所以這幾年我有一個
想法，就是誠懇的面對生活，找
到一個自己生命的信仰，不然會
像很多建築師一樣，不知道為什
麼而戰？
我們的宇宙是一個活生生的
實體，體現了自然的秩序、和諧
與美，以親生命性的概念為基礎
，我們也可以造一個字「親宇宙
性」(Cosmophilia) ，用來形容
我們感覺得到自己與整個自然之
間存在著血緣與歸屬，並體驗得
到自己與宇宙的美與和諧本為一
體。我們和宇宙的關係，既有親
生命性(對其他生命體之愛)也有
親宇宙性(對整宇宙之愛)。
我的興趣在於透過對自然天
際、人體及宇宙的觀察瞭解，來
思考創造我的建築，並進而從不
斷的覺知與反省中表達出我的建
築觀。

天地宇宙
老子道德經：「人法地，地
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老子觀察自然天地現象的變
化，存在著一種法則，覺知萬事
萬物的法則，是自然而然的法則
。
宇宙的起源於微小的粒子，
經過大爆炸成無邊無際的宇宙並
持續有基地生長著。
無限大的宇宙與無限小的分
子，具有相似的圓形並遵守著相
同的物理定律運行著。
多元中心的星球，星系依著
大小不同的軌道有秩序地繞轉，
周而復始形成一種動態的平衡，
產生每年四季二十四節氣與時推
移的變化。
從巨觀的宇宙，大自然的能
量變異的道理，讓我們領悟到宇
宙天地有一個系統，次序不斷的
相互牽引，形成關係，影響著我
們人類的生態、生活與生命。

人體宇宙

人體的經脈循環全身，猶如
一個自成體系的小宇宙，產生
週期性變化的氣場，一呼一吸
周而復始，與宇宙星球的運轉
繞行及四季二十四節氣的遞變
息息相關。
外在天體的氣候時辰，影響
人體對於自身隨時間變化的節制
和規律。
外在天體的氣候時辰，影響
人體對於自身隨時間變化的節制
和規律。「內經素問」中即藉由
四時周期的循環對人體元氣、生

、長、化、收藏等變化的消長，
來說明五臟六腑十二經脈的規律
運作，已達朝安、畫慧、夕加、
夜甚，達成天人合一的狀態。
人體宇宙的生理功能與大自
然相適相應，人體的新陳代謝與
宇宙天地的運行及四季變化的關
係緊緊相扣。
提到「建築宇宙」，分享設
計建築從無到有的過程，以曾獲
2002日本SD Reviews年度獎項
的作品《東眼山公廁》及台灣建
築首獎最新獲獎作品《毓繡美術

▲毓繡美術館

大明國小扶輪之子探視
日期：107 年 5 月 4 日

館》為例，在建築設計中帶入「
回歸自然」和「環境營造」兩個
概念，將調和建築與大自然比例
變化的秘訣，分享給大家。

▲社友提問

的社友趕快報名。
本次月例賽與南區社PK賽，
最終以5：4獲勝，請社友掌聲鼓
勵參賽選手。慶功宴時間及地點
將另行通知。

點滴

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CP
Concept分享成公喜悅、Onsen
秘書、Kenchiku歡喜一筆。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總幹事King報告五月份高
爾夫球月例賽日期是5月23日與
Bond一桿進洞晚宴合併舉辦。
5月25日(星期五)參加新店
碧潭社授證暨南門GOLF聯誼賽
，地點：利益球場，請尚未報名

出席率報告
Innovation代理出席主委報
告前週出席率，社友人數67人，
請假5人，免計出席3人，出席人
數37人，出席率58%。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107.3.17(六)黃吉隆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陳來發伉儷、唐憲中伉儷

▲107.3.18(日)洪富金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江輝雄伉儷、林耀清
伉儷、陳國輝伉儷

▲107.3.18(日)趙紹清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吳為楨夫人、王叔榮
伉儷、陳棋釗社友

▲107.3.18(日)劉偉傑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張國洋社友、張光瑤
伉儷、陳向榮伉儷

▲107.3.18(日)謝慶祥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黃木村伉儷、趙紹清
伉儷、江輝雄伉儷

▲107.3.18(日)邱啟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王叔榮伉儷、劉正忠
伉儷、周鴻仁伉儷

▲107.3.18(日)江輝雄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黃木村伉儷、陳慶榮
伉儷、劉叔網伉儷

▲107.3.22(四)柯富揚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張光瑤伉儷、廖光亮
伉儷、黃吉隆伉儷、陳國輝社友

感恩

下週 例會

璞真

107 年 5 月 15 日 (二) 【 休 會 】
107 年 5 月 25 日 (五) 【 參 加 新 店 碧 潭 授 證 】
107 年 5 月 27 日 (日) 【台中市B - 1 / B - 2 登山聯合例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