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區服務- 

愛的連線 1995 音樂會 

生命中有許多不如意的事情，我們往往會

遇到很多挫折與困難，但每每在關鍵時刻

總會有他人的協助使我們可以度過難關。

而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應該也要懂得幫助

他人，使得”小小心意，大大暖意”溫暖

每個人的心裡。因此，將善的力量傳遞出

去，透過生命與生命愛的連線，讓我們可

以創造一個溫暖且友善的社會。 

時間：10 月 10 日(星期一) 

17:30 入場 

18:00 開始表演 

地點：新北市政府 3樓多功能演藝廳 

例 會 記 要 

09 月 17 日  第 1842 次例會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開會。 

 恭喜社友王文霖Kay千金王郁婷小姐考取

辭修高級中學，社長吳晉福 P.Dental 代

表本社致贈獎學金、紀念品。 

 

 

 

 

 

 

 

 
 
 

 

 代理聯誼張富逸 P.P.E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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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主講者紅琉璃有限公司創辦人王獻

德先生(三峽扶輪社社友 Glass)、助理王

語儂小姐、銳齊牙體技術所負責人金家生

先生、夫人許金鳳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Aero 結婚 15 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祝

你順風」。 

 出席陳嘉偉 Junior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秘書陳世君 Jey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九月份理事會，

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扶輪公益路跑，謹訂於明天 9月 18

日(星期日)上午五時假總統府前

廣場集合。 

(3). 第三十六屆顧問委員會，謹訂於 9

月 24日(星期六)例會結束後舉行，

屆時敬請各位 PP 務必撥冗出席。 

(4). 新年度通訊錄即將定稿印製，若社

友通訊地址、相片要變更者，請通

知余 s。 

(5).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

聯合例會，謹訂於 9月 29 日(星期

四)11:00 假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

天闊廳舉行。 

(6). 社區服務-愛的連線 1995 音樂會，

謹訂於 10月 10 日(星期一)下午六

時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

堂舉行。 

(7). 本年度地區 WCS 活動共有二項，配 

合地區宜蘭縣南澳村捐助山地部

落村長照服務計畫(社友冠名每單

位/20,000 元)、配合地區蘭嶼地區

經費捐贈及物資募集與公益網合

作計畫(社友冠名每單位/20,000

元)。欲捐贈之社友請向余 s登記。 

 糾察洪敏捷P.P.ENT主持紅箱歡喜時間。 

 前社長劉炳宏 P.P.Hero 介紹主講者資歷： 

姓名：王獻德先生(三峽扶輪社 Glass) 

出生：1961 年 9 月 19 日 

學歷：龍華科技大學 

曾任：澳台燈飾股份有限公司玻璃廠生 

管、澳台燈飾股份有限公司副理、 

旭輝玻璃廠負責人、湖南長沙玻 

璃廠總經理、廣東東莞信輝燈飾 

玻璃總經理、意識玻璃工作室成 

立、福建廈門威利燈飾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江蘇鹽埕威利燈飾玻 

璃廠總經理 

現任：紅琉璃有限公司創辦人 

紅琉璃-台灣玻璃的傳承、

創新與品牌 

 

 

 

 

 

 

 

 

 

紅琉璃有限公司創辦人 王獻德先生 

琉璃生活「生活好器」 

「琉璃」是玻璃的古稱，戰國時代已經出現，

以玻璃製品做為生活器皿及裝飾已有很長的

歷史。在台灣的玻璃演進上，原住民如排灣族

視玻璃為寶物，不是人人都能持有，而早期的

臺灣玻璃廠也以生產玻璃瓶、燈具等生活用

品為大宗。 

在酷熱中誕生的精美藝術 

鐵管尖端裹，有著千餘度的玻璃膏，工藝師以

手工形塑成球體，然後一層玻璃、一層銀鉑、

一層玻璃...... 在形塑中慢慢添加、堆疊出

豐富的層次，過程中不斷進出窯爐保持玻璃

膏的溫度於熔融狀態，這「熱塑」工藝法。 

每件作品需 8 位匠師、15 道工序、1100°C 高

溫、耗費 48 小時，是酷熱中的高工藝。這些

外形極簡，工序卻繁複細膩的作品，皆出自技

藝純熟的台灣老藝師之手，他們趕上台灣早

期工藝蓬勃的年代，在代工、內外銷龐大的需

求下練就一身絕世手藝，在千度的窯爐口，用

吹管滾出玻璃的黃金盛世。 

紅紅火火「紅琉璃」 

我自十餘歲起，就隨著父親王南雄進出各個

玻璃廠學習玻璃配料以及燒玻璃的技術；而

父親王南雄正是台灣第一代的玻璃藝師。父

親王南雄在工作中習得玻璃配料的方法，後

來又得日本藝師傳授，由於技術精湛，各廠都



爭相延請為產品配製獨門配方。我承襲了父

親專業的玻璃工藝，也因此對玻璃有著濃厚

的興趣，在退役後便進入台灣燈具大廠「澳臺

玻璃燈飾」服務，而後自行創辦了的玻璃廠

「旭輝玻璃」。可惜的是，旭輝玻璃後來戲劇

化地被信任的廠商倒帳以致關門收場，這個

莫大的挫折也促使我轉往大陸發展。在大陸

玻璃產業奮鬥 10 多年後，除了累積許多成功

經驗，也結交許多朋友與人脈，這不僅是我自

己人生的轉捩點，也是造就今天「紅琉璃」品

牌的重要養分。 

2012 年隨著時代進步、台灣開放，全球市場

低價競爭、各種新素材互相取代的影響下，盛

極一時的傳統玻璃工藝漸趨沒落，再加上製

造玻璃的環境酷熱難耐，技藝練就不易，使得

玻璃工藝也面臨了薪傳無人的危機，我心中

多有感慨。於是，我憑藉著 40 年的玻璃經驗、

西進大陸的成果創辦「紅琉璃」，找回了許多

手藝精湛的老工藝師傅、延攬培養了創新和

年輕的玻璃工藝設計師，兩相配合，期望「紅

琉璃」能紅紅火火，成為展現台灣玻璃工藝之

美的重要窗口。 

 社長吳晉福P.Dental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王創辦人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

湛演說並致贈與會社友小禮物。 

 糾察洪敏捷 P.P.ENT 報告本週紅箱歡喜

金額。 

 社長吳晉福 P.Dental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14:30 

地點：社館 

主席：吳晉福 

記錄：陳世君 

出席：江基清、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郭昭揚、陳世君、 

羅致政、林振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1 第 1844 次例會，提前至九月廿九日(星期四)假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天闊廳舉 

行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10/08 第 1845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假期，休會乙次。。 

        10/15 第 1846 次例會，「年輪交錯的黃金歲月」國際扶輪九地帶 2022-23 年度扶輪 

公共形象助理協調人 ARPIC 阮虔芷女士。 

10/22 第 1847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10/29 第 1848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宏國德霖科大暨溪州國小安親關懷獎學金。經費一萬元。請討論。 

說  明：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區服務-貢寮地區寒冬送暖獎助學金。經費一萬元。請討論。 

說  明：板橋北區扶輪社主辦 

決  議：通過。 

第五案：第三組爐邊會謹訂於中華民國 111 年 10 月 30 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銀鳳樓餐廳

舉行。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聘僱工作人員楊瑞敏女士，試用期七月-九月份即將期滿，是否調整每次例會的聘僱 

費用。請討論。 

決  議：從十月份開始調整為，每次例會即付 1,500 元費用。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四日 

第 184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社友蔡健從 Andy、陳世君 Jey、許家榮 

Will 職業分享。 

 

下週節目 

十月一日 

第 1844 次例會 

【板橋扶輪社暨輔導子社九扶輪社聯合例

會】 

時間：9月 29 日(星期四)11:00 報到 

11:30 鳴鐘開會、12:40 餐敘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15 樓天闊廳 

(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 101 號) 

主講：新店崇光社區大學校長 吳治香先生 

講題：從俄烏戰爭發展看國際新秩序的趨 

勢 

備註：敬請社友穿著西裝搭配年度領帶出 

席例會。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春和社友(77.09.28)34 年 

 

公益天使講習會 

時間：10 月 15 日(星期六)下午 1:00 

地點：新北市板橋區農會 

第二大樓 13 樓第 5研習廳 

(新北市板橋區府中路 29 號 13 樓) 

參加：社區主委 張富逸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7 日    第 1842 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ndy、Bright、Coach、 

Decor、Enzo、Frank、Jason、Mars、 

Otoko、Stone、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9 月 17 日   第 184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93,900 

Al 1,000 Junior 2,000 

Barcode 1,000 Justice 10,000 

Cathay 5,000 Kay 4,000 

Davie 2,000 Land 1,000 

Dental 4,000 Life 1,000 

ENT 1,000 Polo 1,5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Hero 2,000 Sky 1,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Taylor 1,000 

Jey 1,000 王獻德 3,000 

Jimmy 3,000   

小計：     $50,500 總計：     $344,4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34,950 

Alan 6,450 Jimmy 6,450 

Barcode 6,450 Junior 6,450 

Cathay 11,450 Just 6,450 

Frank 6,450 Smile 8,950 

小計：    $59,100 總計：     $294,0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