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3 日  第 1598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會稍晚抵達社館，先

委由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張正鳴 P.N.Jason： 

主講者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王瓊玲、新

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許家

榮、夫人陳麗雯、梅山同鄉會財務長王素欗

 、社長 Master 夫人陳亮吟、P.P.George 夫

人李林素英、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

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P.P.Tea 夫人吳

陳金粧、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P.P.ENT

夫人連文惠、I.P.P.Hero 夫人董秀琴、

P.N.Jason 夫人邱碧霞、Junior 夫人江琇

珍、Life 夫人蔡秀枝、Polo 夫人黃芳珠、

Bright 夫人王麗雯、P.P.Eric 千金張庭瑄、 

領唱老師張智瑩蒞臨本社。 

敬祝 Tom、Polo、P.P.Masa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Master、P.P.Roberta，結婚週年快

樂並頒發結婚週年禮券予 Dental、Bright、

Master、P.P.Roberta。 

歡唱「主講先生，您好嗎?」、「大家攏嘛

好作伙」、「我的一顆心」。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代理秘書吳晉福 Dent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一月份理事會，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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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3 月份社費繳款通知單已分發，請

全體社友攜回並於下次例會時繳納。 

(3) 第 31 屆第二組內輪會，謹訂於 1 月

16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假板橋吉立

餐廳三樓舉行。 

(4) 總監盃高爾夫球聯誼賽，謹訂於 3 月

26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假台北球場舉

行。報名費每位 500 元、擊球費 2,449

元，*因活動名額有限(限額 320 位)，

有興趣參與者，請儘速登記報名。 

(5) 前總監 郭道明 Trading、前社長 郭

祐福 Fuku、前社長 郭昭揚 James，為

慶祝汾陽王郭子儀 1321 週年華誕，謹

訂於1月28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

橋農村公園(板橋區吳鳳路50巷93號)

辦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參與。  

 前社長吳振斌 P.P.Tea 介紹主講者： 

姓名：王瓊玲女士 

學歷：東吳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 

現任：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 

著作：待宵花：阿祿叔的八二三、一夜新娘 

-望風亭傳奇、人間小小說、駝背漢 

與花姑娘、美人尖…等 

走進故事，寫出人生 

 

 

 

 

 

 

 

 

 

 

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所教授 王瓊玲女士 

就是愛說故事 

小說「美人尖」是我在完成教授升等後，毅

然決定釋放壓抑多年的寫作欲望，開始著手一系

列嘉義梅山的傳奇。將內心對鄉梓的濃烈情感，

寫成了小說處女作《美人尖》，為時代留見證、

為小人物寫悲歡、為梅仔坑畫素描。 

2017 年，新書長篇小說《待宵花──阿祿叔

的八二三》，以經歷八二三炮戰的林德祿為人物

原型，反映大時代中小人物的愛恨真情與生活樣

貌。 

台灣歷史上有兩個悲情數字，二二八與八二三 

許多人關注二二八事件，八二三炮戰卻鮮少

被提及。，我不忍八二三歷史被埋沒，決心展開

新作計劃，費時 3年採訪與寫作，一路從台灣本

島、金門到廈門進行田野調查、埋首龐大史料、

訪問參戰老兵、遺孀與遺孤，終於在 2017 年完

成新作。 

待宵花是金門代表花之一，它盛開在黃昏，

越到黑夜開得越燦爛芬芳。待宵花比擬林德祿即

便在炮戰中，被炸瞎雙眼、震聾一耳，59 年來，

與妻子阿香依然攜手克服坎坷、拉拔 6名孩子成

長，開出最美麗的生命花朵，並以阿香的名字象

徵傳香的寓意。 

八二三對於多數人來說只是一個冰冷的數

字，當年在戰火無情下犧牲的烈士與遺孀、遺族

不該被淡忘，期望透過《待宵花》刻劃無情戰火

與有情的小人物，讓讀者在為小人物心痛之餘，

也能對當年的大時代有深刻的反省。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有事先離席，委由副

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王教授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謝

其精湛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副社長洪敏捷 P.P.ENT 代理鳴鐘閉會。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1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五十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洪敏捷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程文金、洪敏捷、李水日、劉炳宏 

黃伯堯、張正鳴、陳嘉偉、翁仁禮 

羅致政、林振哲、劉炳華、黃文龍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二月份行事曆】 

        02/03 第 1601 次例會，「特斯拉如何

改變世界」台灣內湖特斯拉總公司車

主顧問 詹智超先生(板橋群英扶輪社

社友 Jonason) 

        02/10 第 1602 次例會，「我的戲曲人

生」許亞芬歌子戲劇坊團長 許亞芬女

士 

        02/17 第 1603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

期，休會乙次。 

        02/24 第 1604 次例會，延至二月二十

五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

邊會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 

【三月份行事曆】 

        03/03 第 1605 次例會，「調查局能為

企業做什麼」新北市調查處板橋站主

任 張育瑞先生。 

        03/10 第 1606 次例會，「央廣的轉型

與公共媒體法～催生台灣的國際傳

媒」中央廣播電臺總台長 邵立中先

生。 

        03/17 第 1607 次例會，延至三月十八

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苗栗一日

遊。 

        03/24 第 1608 次例會，「紅面棋王的

〝棋〞跡人生」紅面棋王 周俊勳先生。 

        03/31 第 1609 次例會，提前至三月二

十九日(星期四)中午 12:00 假板橋鼎

鼎大飯店-板橋 Mega 50 舉行「九扶輪

社聯合例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八屆地

區年謹訂於四月十四(星期六)~十五

日(星期日)假宜蘭運動公園(宜蘭市

中山路一段 755 號)舉行。請討論。 

說  明：全體社友基本費 600 元，報名費每位

2,400 元。 

決  議：確實能出席者才報名，屆時若無出席 

者，請紅箱歡喜報名費 2,400 予社內。 

第四案：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暨捐贈板橋 

地區五所學校淨水器活動，謹訂於一 

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一時三十分 

假板橋浮洲紙廠公園舉行。 

說  明：年菜共募集 220 份、前總監 郭道明捐 

贈五台淨水器。 

決  議：通過。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活動暨捐

贈板橋地區學校淨水器五台 

*時間：1月 28 日(星期日)13:30-16:30 

*地點：浮洲紙廠公園(板橋區大觀路二段28號) 

 

慶祝汾陽王郭子儀 1321 週年華誕 

*時  間：1月 28 日(星期日)18:00 入席  

*地  點：板橋農村公園 

(新北市板橋區吳鳳路 50 巷 93 號)  

*邀請人：郭道明、郭祐福、郭昭揚 

*備  註：捷運板南線江子翠站 1號出口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日 

第 159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昭業酒販營運長 鄭光欽先生 

(板橋扶輪社社友 Boss) 

講      題：單一純麥威士忌的奧秘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七日 

第 160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夫人(42.01.23) 

謝堂誠前社長夫人(40.01.2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54.01.24)53 年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1月 21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海釣族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羅致政、江基清、林振哲、吳得利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頒獎典禮 

*時間：1 月 27 日(星期六)13：00-17：45  

*地點： 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13 日  第 159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Coach、Frank、Obama、Otoko、

Taylor、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1 月 13 日  第 159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874,400

Cathay 1,000 Masa 4,000

Dental 3,000 Master 3,500

ENT 1,000 Polo 2,000

Fuku 2,000 Roberta 2,000

Hero 2,000 Sky 2,000

James 2,000 Stock 2,000

Jason 1,200 Tea 2,000

Just 500 Tom 2,000

Life 2,000 Trading 2,000

小計：     $36,200 總計：     $910,6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84,400

Tom 5,200 Masa 5,200

Fuku 5,200 Roberta 5,200

Life 5,200 Tea 5,200

Lobo 5,200 Wood 7,700

小計：      $44,100 總計：     $628,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