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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309 次例會 2019 民國 一○八 年 十二 月 三 日 【第二十五卷．第 十八期】

前週民國 108 年十一月十九
日第 1307 次例會，邀請何

培均先生（天空的院子、小鎮文
創創辦人）做「有種生活風格叫
小鎮」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
迎今日的講師何培均先生，我們
在登山隊的全勝時期，曾經率領
三十多位社友造訪過天空的院
子，歡迎何先生今天蒞社演講。

歡迎賴威民先生，今天理事
會將會通過入社申請，希望一月
份能宣誓成為南門大家庭的一份
子。

上週六參加南門子社 - 馬拉
松社的授證慶典，Doctor秘書、

Poster 伉 儷、Melon 及 Vino、
Copper、Sports 社友的參與，
非常感謝大家。當天參加的社友
都有一份伴手禮 / 臺灣茶文化書
籍 + 外出茶組，Lobsang 非常
有心，也準備一份要送給大家，
當天參加授證有領的請勿領取，
其他的社友請到執秘那裡領取一
份。

Rich 社長報告，上週二的
授證慶典，感謝社友及夫人全力
的支持及幫忙，才能創造南門光
榮的一刻，謝謝大家。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
這次授證在我們 CP Concept 及
社長的領導下，非常的成功，當
然這也要感謝我們全體社友的參
與，授證前一週我在 Line 上留
言，希望南門以「我們為榮」與
大家相互勉勵，這次授證如此成
功，我覺得是南門以大家為榮，
我當秘書參加很多活動，包括陪
伴日本友人遊日月潭及參加馬拉
松社授證，及 19-20 年度的社

秘聚餐，大家對我們授證的成果
都非常的讚賞，那時我的想法不
是南門以為我榮，而是我以當做
南門社的一份子為榮，「南門為
我，我為南門」的這種精神，希
望能一直延續下去，再次感謝大
家的參與。

十二月份的慶生會請大家踴
躍參加，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一月
份理事會，請理事們留步。

上週 民 國 108 年 十 一 月 廿
六 日 第 1308 次 例 會，

配合高爾夫球隊「泰國清邁國
外 賽 」， 時 間：11/27( 三 ) ～
12/1( 日 )，故休會乙次。

12 月份慶生暨結婚週年紀念



第1303次例會

前週民國 108 年十一月十九
日第 1307 次例會，邀請何

培均先生（天空的院子、小鎮文
創創辦人）做「有種生活風格叫
小鎮」專題演講。
Innovation介紹何培鈞講師，

今年是地方創生的元年，隨著人
口老化，政府希望每個鄉鎮，每
個人都能在他的故鄉工作及終老
，何培鈞在十年前就已經在做這
個事情，他從一間破舊的房子，
做成吸引人的民宿，有內容、有
文化，再把一個鄉鎮-竹山小鎮
，變成一個年輕人喜歡去工作去

活動的地方，還不僅是台灣，還
包含香港及馬來西亞，很多外國
人都來這裡以工換宿，今天歡迎
何培鈞分享如何從一個民宿、到
小鎮、到如何帶動一個小鎮的復
甦。
何培鈞先生以幽默風趣的口吻

，娓娓道出他創業民宿過程的艱
辛及創生理念的分享。
他說，自己是南投縣水里鄉人

，就讀長榮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大三開始跨系跨校自學，退伍後
付諸實踐，但「毛頭小子要上山
搞民宿」這件事不意外地被銀行

▲何培鈞先生演講：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主講人：何培鈞 先生

有種生活風格叫小鎮

( 天空的院子 /民宿 /小鎮文創創辦人 )

拒絕，以及獲得不少親友師長的
「關切」。
幸而從小立志當建築師卻當了

外科醫生的表哥古孟偉相助，上
山看了一眼，當天向醫院請辭一
年，還告訴他：「我們去買睡袋
，住進去和房子一起呼吸。」
何培鈞說：「可是我們不會設

計規劃」，表哥說：「因為不會
，我們不就是要在這件事情最困
難的部分投入最多時間嗎?」
在過程中他意識到，我們都從

城市的優點，看鄉村的缺點，台
灣的教育問題走到今天，就是仍
然不願從鄉鎮自己的優點，讓城
市給予欣賞支持，總是能看到鄉
鎮農村拯救幫助扶持，卻不是投
資。
他前前後後跑了數家銀行，最

後向當地觀光局、文化局等單位
求救，成功貸款了一千五百萬買
下這座廢墟，負債可以說是飆到
人生最高峰，當下覺得自己一定
不能辜負社會所望託，一定要把
這件事做好。
於是表兄弟就在山中修屋，找

工班、找材料，外觀以古法修復
，室內融入現代化的設計，一年
後，在沒有公車、網路、第四台
的山上開業了。
開幕後，表哥回去當醫生，自

己一個人守著900多坪，房客一
離開，立即換床單被單、吸地拖
地、垃圾集中、物件歸位、打掃
浴室；掃完庭院的枯枝落葉，到
下午3點45分，一身汗準備吃中
飯，下一批客人又來了。他放下
便當、沖個冷水澡，換上管家的
衣服，打開大門迎賓。
但第一個月就碰撞了現實，只

做了八千多元，而貸款要繳六萬
多，一仟伍佰萬花了一年，戶頭
只剩下十二萬；第四個月，銀行
的查封通知來了。何培鈞沒在壓
力下棄械，而是想起學校教的管
理專業：「回到運營的現場，找
到跟經營有關的數字」。
這就變成簡單的數學問題：一

個月要繳六萬，一次六間房包場
收三萬，如此一來，從原來負債
一仟伍百多萬到一個月只要賣掉
十二個房間，轉化後的風險評估



，似乎可行多了。
何培鈞開始跑業務、寫信給各

縣市文化局長，很幸運遇到馬修
連恩，差點倒閉的民宿被外界看
見，慢慢地，開始繳得起貸款、
開始有了工作夥伴。
回想當年，何培鈞說：「有人

來住的時候，壓力大到很想崩潰
，沒人來住的時候，擔心倒閉，
也很想崩潰。如果只是為了開民
宿而開民宿，鐵定放棄了，可是
為了重建台灣文化價值的使命感
，就能突破這些辛苦的考驗。」
何培鈞花七年還完一仟伍佰萬

元，但也差不多這時，卻發現遊
客增加了、產值增加了，竹山人
口卻一直在減少。
他的分析是，觀光過度發展，

變成虛胖的人潮跟錢潮，批外面
的貨來賣給遊客，過手就是產值
，卻不是居民的經濟，但大量的
遊客破壞居民的生活品質，短期
的經濟虛胖讓房價上漲，所以居
民趕快把房子租了賣了搬走。
何培鈞開始思考地方經濟的面

貌，「竹青庭」人文空間是第一
個答案，廢棄的台西客運站二樓
員工宿舍變身的空間，一口氣解
決數個問題：保留老客運站、竹
編工藝，連接當地農業，一樓未
來還會有市集、體驗活動。
再後來，何培鈞發現不能只靠

團隊的幾個腦袋，更要創造舞台
，邀各界一起來發想。於是有了
「小鎮文創」，再把閒置倉庫變
成「光點小聚」，每個月最後一
個周五晚上，關心小鎮的人都可
以來，也可以上台分享創業想法
，把求助問題放到「專長換宿」
的網站上開放認養。四年前第一
場只來四個人，現在都滿場。這

點滴

就是變化。
第一年的「專長換宿」就有六

佰多人，來自海內外各種藝術家
、工作者，開發出包括竹編QR 
code、「鎮上喜歡聊天的老闆分
布圖」等等新主意。他驕傲說：
「這些讓人驚艷的想法，都是在
這被遺忘的鄉鎮建築空間中被想
出來的。」
何培鈞的工作重點已不只是民

宿主人，也忙著輸出「竹山經驗
」，以前對著民宿客人結結巴巴
談理念，如今動輒一日4場演講
、5萬人的場合，海內外都有邀
約，大陸不少城鎮想移植經驗。
明年竹山會發行結合錢包支付、

社區貨幣、產品履歷的數位身分
證；還有蚊子館活化、少子化下
的大學活化等等計畫。
「以前我們想的可能是一年帶

來多少遊客，明年開始，我們要
想的是，一年可以培訓多少能解
決台灣鄉鎮問題的人才。」例如
給青年的「返鄉的12堂課」、例
如「小鎮文創」的食宿學文經驗
，再把社區營造結合文創、旅創
、農創，再往外輸出。

從小院子到一個小鎮，再往外
輸出影響力，何培鈞相信：「很
多事情不是有機會才努力，而是
努力到有機會為止。」

創社長報告1/4世紀書籍
CP Concept作南門叢書-四分

之一世紀服務進度說明，集稿時
間，各屆活動為防遺漏，列表顯
示，目前廿五屆已有十幾屆都寫
完，請尚未填寫今天能填寫，最
慢一星期內將你當屆有舉辦的活
動填寫一下。另外我們分成歷史
篇及服務篇，歷史篇是各屆服務
內容，10-15屆在Kaepa那屆已
有出一本，所以這次1-15屆每屆

▲恭喜 Gary 榮獲中華民國第 37 屆全國傑出企業總經理獎



下週 例會 108 年 12 月 10 日 (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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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頁，16-25屆每屆4頁，第一頁
1/3放口號及當屆社長的相片，
2/3是將當屆你覺得及精彩及不
錯的列舉出來，第2-4頁放活動
照，照片底下註明是活動說明，
這部份請各屆社長12月底繳交。
另外拜託所有社友，這幾屆的

活動大家都可能有參與到，有參
與的社友請大家寫心得，每個活
動都有PP在負責，PP也會邀請
大家撰寫，希望社友能在12月底
交稿，例如：參加RYE學生的接
待，你接待的心得是什麼？或是
扶輪之子…等等。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隊長King報告本月月

例賽舉辦日期11月21日，地點在
國際球場，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下週三出發打國外賽，七點的

班機，五點到機場，可能會利用
搭乘小巴的方式，想共乘社友請
向Tony登記。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1307次例會出席率

，社友69人，請假19人，免計出
席2人，實際出席人數48人，前
週出席率72%。

糾察時間
Innvotation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賴威民先生歡喜一筆、
CP Concept、Sugar、Raydr、
Poster，感謝以上社友分享並歡
喜一筆。

高爾夫球隊「泰國清邁國外賽」

108.11.27 ～ 12.01

講　題：「打造一個幸福企業 - 分享益張企業文化」  

主講人：黃秀英 副董事長 ( 益張集團 副董事長 )※ 例會後召開 12 月份理事會

南門授證廿五週年 / 後記 招待日本姊妹社-大東中央社來訪

接待日本姊妹社 - 大東中央社 日月潭遊湖、參訪茄荖國小，晚宴設於 Bistro 88，賓主盡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