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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 108 年六月十一日

第 1284 次例會，邀請 台

中山陽國民小學 王派仁校長做

『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專題演講。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王派仁校長及科

技新貴王靖瑜先生，如果覺得我

們社還不錯，歡迎找時間常過來

；我們歡迎準社友王慕凡先生。

Packing社長報告，明天是

今年服務計畫的最後一次「偏鄉

英語教育～茄荖國小VS台中家

商結業式暨頒獎典禮」，地點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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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家商五樓國際會議室，下午

二點開始，希望大家都能撥冗參

加，謝謝大家。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6

月18日(二)舉行「社員表揚暨內

輪會表揚與例會餐會」，地點：

林酒店6樓海洋廳，誠摯邀請全

體社友與夫人參加，也記得不要

跑錯地點。

Poster秘書報告，6月25日(

二)舉行本社「第24、25屆社長

交接典禮」，晚上5:30~6:00註

冊，請各位務必於下午4:50到場

成為勵志領導者

迎賓接待，請著新年度領帶。地

點：長榮桂冠酒店B2長榮廳。

例會後召開6月份理事會，

敬請新舊任理事列席參加，也歡

迎社友補出席。

【社員表揚暨內輪會表揚與例會餐會】 



(台中山陽國民小學校長)

第1284次例會 主講人：王派仁 校長

▲王派仁校長演講「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上週民國 108 年六月十一日
第 1284 次例會，邀請 台

中山陽國民小學 王派仁校長做
『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專題演講。

Fumin介紹王派仁校長，王
派仁先生是大肚區山陽國民小學
校長，今天為我們走讀他的著作
「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走讀，
王校長分享從水出發，帶大家走
讀台灣的歷史跟文化。

走讀與水同行水水的台灣一
書，王派仁從台灣「水」的歷史
四百年開始說起，清朝以後漸漸
有來自中國大量的移民，他們必
須克服黑水溝（台灣海峽）的魔
咒（十去，六死，三留，一回頭

），展現他們不回頭的決心。 
而清朝時就繁榮起來的城鎮

幾乎也都是靠海的港口，所以才
有「一府二鹿三艋舺」的俗諺。 

日本人治理台灣後，一開始
也因為台灣的「水」而不知所措
。 日人交通建設上必須克服台
灣兇猛的河流，列為運輸上首要
任務的縱貫線鐵道，因為滔滔的
大甲溪、大安溪，完工日期一再
延宕。

所以說台灣人的歷史跟水有
著密切的關連性，這本書裡面分
成四個單元，第一是水好喝，第
二是水農業，第三是水交通，第
四是水生活。礙於時間與篇幅，
僅分享前二個單元。

決定戰役的飲水：回顧台灣
人飲水的歷史，潮春事件中的大
甲圍城戰役來印證。同治二年（
西元1862年）六月，清軍一舉收
復大甲城，但是戴軍的將領之一
王和尚於6月2日率領軍隊圍攻大
甲城，清兵寡不敵眾，只好死守
城池，王和尚為了逼清軍投降，
從城外斷絕城中飲水。

根據史書記載「大甲城中素
無水井，專恃溪水為食…」因此
當戴軍將河道阻斷，城中軍民就
缺乏飲用的水源。 

這場戰役有著很有戲劇性的
結局，城中百姓請貞婦余林氏祈
雨，果然天空降下甘霖，解決缺
水的危機。不久援兵來到，王和
尚與戴潮春的軍隊被擊退。

最初的飲用泉水：歷史上著
名的湧泉不少，像是台中市龍井
區的龍目井。這口湧泉在道光年
間就有史書記載：「泉湧起數尺
，如噴玉花…」事實上，這泓泉
「色清味甘」，和其他的泉水一



樣提供農業灌溉，與人們飲用與
日常生活所需。

臺灣鑿井技術早期是荷蘭人
引進，所以許多百年古井都稱做
紅毛井或荷蘭井。在嘉義市東區
就有一口荷蘭井。另外，彰化八
卦山下的紅毛井是三百多人前到
彰化開鑿的漢人所開鑿，荷蘭人
占領臺灣時，有許多荷蘭人前來
取水，所以才稱做紅毛井；倒是
在淡水紅毛城下方有一口井，可
說是真正的紅毛井。

催生自來水的兩位異人：日
治時期淡水地區開始首次有自來
水供應，到後來日漸普及。而為
臺灣的潔淨自來水供應與公共衛
生奠定良好基礎的人，是一位叫
做巴爾頓的英國人和他的日本學
生濱野彌四郎。

由於淡水及基隆兩個港口是
日本人登臺的重要門戶，也提供
日本軍隊食物和飲水的補給，所
以日本總督府便選定優先建設淡

水及基隆二港口的水道工程建設
。淡水的滬尾自來水水道於日治
時期明治三十二年(西元一八九
九年)完成，就是巴爾頓第一個
在臺灣完成的自來水供應系統，
也讓臺灣人喝到第一口乾淨的自
來水。不料明治三十二年(西元
一八九九年)八月巴爾頓卻在臺
南調查途中感染瘧疾、赤痢，不
久便病逝東京。巴爾頓未能完成
全臺灣自來水供應的工作，由他
的學生濱野彌四郎繼續接任。

再說到水農業，根據相關的
統計，台灣三、四百年來所開發
的水圳圳路，總長超過四萬公里
。清朝私有水圳，讓農人也不用
再看天吃飯，日治時期的公有開
發與管理，讓更多土地因此成為
產量豐富的良田。

最後，王派仁校長說自己會
繼續發現台灣，發現自己，也祝
福各位社友遇水則發。

偏鄉英語教育

茄 荖 國 小  v s  台 中 家 商 結 業 式 暨 頒 獎 典 禮
108年6月12日

邱啟成報告服務計劃

服務計畫主委Faith報告偏鄉

英語教育計畫結業式暨頒獎典禮，

也是本年度最後一項的服務計畫—

懇請大家熱情的支持，日期：6月

12日下午1:30-3:00，地點：台中

家商。

莊賜濱報告月例賽暨隊長盃

高爾夫球總幹事Packing報告

，6月20日(四)舉行GOLF六月份

月例賽暨隊長盃，地點：南峰球場

，月例賽的獎金獎品非常豐富，希

望高球隊員都能踴躍參加。晚上用

餐地點：金悅軒餐廳。

出席率報告
Kingnet報告出席率，社友人

數68人，請假24人，免計出席5
人，實際出席人數39人，出席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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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週 例會

62%，社長抽出二名出席獎，恭
喜Concept、Faith各獲玉溪米一

包。

糾察時間
Tony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Tony、Rich、Fumin、Illig等社

友分享。

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1108.03.31(日)林永成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邱啟成伉儷、黃吉隆

伉儷、蘇良智伉儷 

▲108.05.06(一)廖進聰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林耀清伉儷、陳潤松

伉儷、尤瑞柏伉儷 

▲108.04.07(日)廖光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黃木村伉儷、葉守正

伉儷、陳榮鍠伉儷

▲108.05.11(日)陳棋釗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洪仲明伉儷、江輝雄

社友、李祐助伉儷

▲108.03.31(日)李祐助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林耀清夫人、張國洋

伉儷、陳棋釗伉儷 

▲108.04.16(二)林啟聖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劉叔綱夫人、張廖萬

煌社友、廖進聰伉儷

▲108.05.17(五)陳重光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國輝伉儷、蔡育偉
伉儷、林丙申伉儷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5月14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吳為楨
出席：陳俊清、莊賜濱、林耀清、吳騰彥、何志修、林啟聖
列席：廖俊榮、劉叔綱、張廖萬煌、朱福民、陳慶璋、湯富淳、廖進聰、
　　　周鴻仁、張國洋、江輝雄、張建國、陳向榮、陳重光、張光瑤、
　　　劉偉傑、賴仁淙、賴文瑞、洪富金、黃吉隆
議題：

一、4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Sugar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5月份財報。

二、6月18日(二)社員表揚內輪會表揚、餐會地點：林酒店。
說明： 請 秘書 Poster報告與節目E-Style報告。
決議：尚請秘書Poster與節目主委E-Style詳細規劃安排。

三、Ortho社友提出資深社友申請。
Ortho社友扶輪年資：83年11月15日入社(25年)、年齡66歲。
南門內規規定：
A：資深社友認為(社友年資(需滿25年)+年齡>85以上)，即可以向社內理事
　 會提出申請。
B：資深社友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資格照計算)，年度表揚大會
   以資榮耀獎勵。
說明：請 秘書 Poster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並依照南門內規規定辦理。

四、臨時動議。
1.來賓王慕凡 先生申請入社。(請參閱附件2)
  簡歷如下：王慕凡 先生
  服務機構：立本台灣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職業：會計師 
  說明：請 推薦人Bistro報告
決議：通過入社申請，即日起請秘書處公告入社申請資料1星期，並連續四
      次出席，暫定於108年7月2日慶生會舉行入社宣誓。

108年五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108 年 6 月 25 日 ( 二 )       【台中南門社第 24、25 屆社長交接典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