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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 ： 許家榮 社 名 ： Will 

出 生 ： 66 年 1 月 7日 職業分類： 系統家具製造 

夫人姓名： 陳麗雯 

夫人生日： 66 年 1 月 19 日 結婚日期： 89 年 3 月 27 日 

服務單位：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 新北市五股區中興路三段 160 之 16 號 

公司電話： (02)2291-9891 公司傳真： (02)2291-9893 

行動電話： 0935-171-516 

住家電話： (02)2955-5100 夫人行動： 0928-028-688 

住家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成功路 6巷 26 號 2 樓 

介 紹 人 ： 徐明偉 Benson 

 

例 會 記 要 

02 月 10 日  第 1602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許亞芬歌子戲劇坊團長許亞芬

小姐、許亞芬歌子戲劇坊秘書鄭彤琳小姐、

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許家

榮先生、彬彬教育機構吳明聰先生、板橋東

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小姐、秘書周

忠志先生、團員沈士猶先生、王韻晴小姐、

來賓呂理霖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

本社。 

歡唱「月光」、「正月調」。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2 月 17 日第 1603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

期，休會乙次。 

(3) 2 月 24 日第 1604 次例會，延至 2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

鳳樓餐廳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暨新社友許家榮 Will 宣誓入社」。 

(4) 春季旅遊-苗栗一日遊，謹訂於 3月 18

日(星期日)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寶眷踴

躍報名參加。 

(5) 社長當選人林振哲(P.E.Sky)宴請全體

社友寶眷，謹訂於 3 月 25 日(星期日)

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行。 

(6) 三月份友社授證，敬請社友踴躍登記報

名出席。 

 前社長謝堂誠 P.P.Land 介紹主講者： 

姓名：許亞芬小姐 

出生：54 年 4 月 17 日 

曾任：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團長/藝術總監 

現任：許亞芬歌子戲劇坊 團長/藝術總監 

榮譽：第 21 屆金曲獎 

我的戲曲人生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團長/藝術總監 許亞芬小姐 

歌仔戲又稱歌仔、歌戲、歌子戲或歌崽戲，



其中「歌子戲」才是正統用法，然「歌仔戲」一

詞以訛傳訛，在民間最為流行，接受程度最高。 

歌仔戲是 20 世紀初葉發源於宜蘭，目前臺

灣民間最興盛的傳統戲曲之一，也是具代表性的

傳統表演藝術。歌仔戲是以摻雜古典漢詩、漢文

的文言文及閩南語（臺灣腔、廈門腔、漳州腔、

泉州腔）為主的戲劇。早期演出內容多半為讓大

眾也能接觸文雅辭彙或忠孝節義故事，是早期農

業社會重要娛樂活動之一，也是臺灣常民文化的

代表。步入當代的歌仔戲演出型式內容日漸豐

富、多元、精緻，當代更出現許多享譽國內外的

知名戲團與重要文藝傳承人。 

我出生於歌仔戲世家，祖父許乞為歌仔戲的

武場指導，祖母董周紋為著名花旦，藝名「白瓠

仔」，父親郭鴻輝（綽號「康輝」）是頭手弦仔。

我直到十七歲由於歌仔韻風靡全省的母親許緣

（藝名「烏貓雲」）帶至所在的《寶華興劇團》

才開始正式學藝，從基本功、刀槍學起，又在耳

濡目染下，深深領會歌仔的訣竅。 

我出於對歌子戲的一份執著與使命感，不願

此門美好藝術生命斷層，我毅然加入薪火相傳的

教師行列，在各大專院校、社團、研習營、劇團、

基金會擔任指導傳承的文化工作。人生如戲，戲

如人生，無論一路走來多麼艱辛，有多少不為人

知的起起落落，我都甘之如飴，只為了在歌子戲

花團錦簇的園林中走出屬於自己的燦爛、一生無

悔的選擇。 

今年 6/29(星期五)-7/1(星期日)，我將在臺

灣戲曲中心演出「一代高僧-鳩摩羅什」歡迎大

家一起來感受臺灣傳統藝術帶給民眾的感染力。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許亞芬老師小社旗，感謝其精湛演說。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紅箱收

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2 月 1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五十分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程文金、洪敏捷 

李水日、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 

陳嘉偉、羅致政、林振哲、李榮鏗 

劉炳華、黃文龍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7 第 1610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 

休會乙次。 

        04/14 第 1611 次例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八屆地區年會假宜蘭運動 

公園體育館舉行。 

        04/21 第 1612 次例會，「常見急症之 

認識與處理」台大急診醫學部主治醫 

師兼安全衛生室主任 石富元先生 

        04/28 第 1613 次例會，「慶祝母親節 

晚會暨爐邊會」延至四月二十九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舉行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新夢想系統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許家榮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春季旅遊-苗栗飛牛牧場 

*時間：3月 18 日(星期日) 

*行程： 

07:1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水

果、礦泉水 

甲車-四川路社館 

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7:15 出發 

09:00-11:30 飛牛牧場+搖滾冰淇淋Diy 

12:00-12:40 三義木雕老街 

13:00-14:00 午餐-丹楓飯館 

14:20-15:20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 

16:00-17:00 
通霄鹽場(泡腳樂，記得帶

毛巾) 

18:30-19:30 晚餐-大溪保健廚房 

21:00 可愛的家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四日 

第 1604 次例會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爐主：林忠慶、程文金、葉進一、李水日 

張正鳴、周正義、謝堂誠、邱明政 

賴建男、林振哲、黃俊哲、薛松茂 

 

下週節目 

三月三日 

第 160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游伯湖 Alan 

主  講  者：新北市調查處  

板橋站主任 張育瑞先生 

講      題：調查局能為企業做什麼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前社長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扶青團 承上期：    $44,000

Benson 1,000 Jason 200

Eric 1,000 Master 1,000

George 2,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小計：      $9,200 總計：     $53,20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2 月 10 日  第 160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3 名 

缺席人數：                       8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Frank、Just、Leo、Otoko、

Tetsu、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7 月 02 月 10 日  第 160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84,500

AL 1,000 Lobo 1,000

Benson 1,000 Masa 1,200

Cathay 1,000 Master 3,000

Coach 1,000 Obama 3,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1,000 Shige 1,000

Eric 2,000 Sky 2,000

George 2,000 Smile 1,000

Hero 2,000 Stock 4,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Jason 1,000 Tiger 1,000

Justice 1,000 Wood 1,000

Kenny 1,000 許亞芬 3,000

Land 1,000  

小計：     $40,200 總計：   $1,024,7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44,600

Eric 5,200 Obama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755,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