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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07.20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北北北北區扶輪社蒞臨區扶輪社蒞臨區扶輪社蒞臨區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 

                                                                                                                                                             
  

敬祝生日快樂 
林當隆 前社⻑(35.08.01)P.P.Book 
劉紹榮 前社⻑夫⼈(07.30)P.P.Alex 夫人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陳志誠社友 地區世界社區服務(WCS)柬埔寨 

計畫 美金伍佰元 

黃浴期社友 保羅哈里斯 美金壹仟元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感謝蕭錦聰前社長贈送全體社友王瓊玲 教授

「待宵花――阿祿叔的八二三」書籍一本。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時間：106年 8月 6日(星期日)  

下午 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囍宴軒新板店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9樓) 

爐主：陳福源 紀清田 賴正時 陳鈺卿 林福安 

張立昇 廖明耆 薛銘鴻 陳文龍 辜久雄 

洪學樑 林傳傑 汪俊男 林當隆 廖金順 

張煥章 鄭俊彥 徐維志 鄭錦玉 陳嘉彬 

黃軒凱 賴宏榮 洪國恒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伉儷參加~~~~    

地區來函照登地區來函照登地區來函照登地區來函照登    

扶輪青年領袖獎訓練營(RYLA)將於 106 年 9 月

10~11日(星期日、一)假宜蘭香格里拉冬山河渡

假飯店(宜蘭縣五結鄉公園二路 15號)舉行，參

加對象為 22-28歲經各社推薦之優秀青年(含非

扶輪子弟)，報名截止日期至 106年 7月 30日，

敬請每一扶輪社請推薦二位青少年參加。 

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休閒活動暨扶輪家庭日    

時間：106年 8月 6日(星期日) 

地點：板橋秀泰影城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電影開演時間預計為下午 2：30-3：30之間，

正確時間將於一星期前通知，謝謝。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走進故事走進故事走進故事走進故事    寫出人生寫出人生寫出人生寫出人生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王瓊玲 教授 

臺灣嘉義梅山鄉人，東吳大學中文所博士。

曾任世新大學中文系創系系主任。現任國立中正

大學中文系所教授，專研古典小說，著有《清代

四大才學小說》、《古典小說縱論》、《夏敬渠與野

叟曝言考論》等學術專著及百餘篇學術論文。 

 

 

 

 

 

 

 

 

 

 

 

 

 

 

 

 

 

 

王瓊玲從事學術研究多年，驀然回首，發現

生命的提升與救贖，必須仰賴於文學，於是毅然

投入創作的行列。廣受好評的處女作《美人尖》，

已發行簡體字版與英文版，為海內外各大圖書館

典藏，並由臺灣豫劇團改編為建國百年大戲。第

二本小說《駝背漢與花姑娘》則以一貫雋永的文

字描繪人性，其中的〈阿惜姨〉亦被改編為豫劇

【梅山春】。二○一四年出版首部散文集《人間小

小說》，以深情幽默的筆法寫出生活的點滴與憧

憬；首部長篇小說《一夜新娘》，描述臺日之間錯

縱的情感、糾結的人性，深受好評。 

至此，王瓊玲再開創小說結合多類型戲劇之

路：二○一五年，先與中研院院士曾永義合編崑

劇【韓非•李斯•秦始皇】；二○一七再編創京戲

【齊大非偶】，並改編小說《駝背漢與花姑娘》為

同名的客家採茶戲、改編小說《一夜新娘》為歌

劇【望風亭戀歌】及現代話劇【一夜新娘】。 

 

 

 

 

 

 

 

 

 

 

 

 

 

 

扶輪中國地區扶輪中國地區扶輪中國地區扶輪中國地區    現況說明現況說明現況說明現況說明    

扶輪中國地區助理總監 2016-18徐乃達 Richard 

1919年 10月 1日，35個創社社員在上海成立第一個扶輪社(亞洲第二個扶輪社)，由於爆發第

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地區原有 20 個扶輪社直至戰後 1946 年再次恢復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後，中國大陸的所有扶輪社都被迫結束。2006 年國際扶輪批淮上海扶輪社及北京扶輪社入會，自

2006年至 2014年止，中國地區只有 2個英語扶輪社在運作。 

2014年 9月，在國際扶輪百年來第一位華人社長黃其光的努力推動下，第一個中國華語扶輪

社「上海浦西扶輪社」(中國地區第 3個扶輪社)於 2015年 3月 10日獲得國扶輪總部通過成為正式

社，扶輪社自此得以快速發展。至 2017年 6月底中國地區共有 18個正式社，2個衛星社及 5個臨

時社。在 25個社中，華語社佔 1/3(8個社)，英語社佔 2/3(17個社)，社友總數約 600人。另外還成

立了 9個扶青團，14個扶少團及 1個扶輪社區服務團(RCC)。 

扶輪中國地區並沒有正式的地區編號，目前是直屬 RI的「特別地區」，和蒙古／港澳／台灣同

屬 Zone9。地區總監由 RI指派(Special Representative／特別代表)。2017-18年中國地區的特別代表

是葉守璋先生(Frank Yih)。 

有關扶輪中國地區華語社的詳細資訊，請聯繫中國地區助總監 AG Richard／徐乃達 

郵政信箱：richardzi@outlook.com 手機：86-135-0198.9523 

摘自 7月份臺灣扶輪月刊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29次例會 

                          106 年 7 月 27 日 

●新社友洪國恒 Nick自我介紹 

●社務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0次例會 

                          106 年 8 月 3 日 

●主講人：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廖哲緯 課長 

●講題：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 

●節目介紹人：張煥章 前社長 

●板橋群英扶輪社來訪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1次例會 

                          106 年 8 月 10 日 

●原訂八月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三一

次例會，為舉辦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

會議變更例會時間於八月六日(星期日)假

囍宴軒新板店(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

段 3號 9樓)舉行。 

扶輪問答扶輪問答扶輪問答扶輪問答    

問題：扶輪社員如何獲選為地域領導人? 

解答：地域領導人負責與地區合作，讓扶輪社員接觸可以支援我們目標、加深我們社社區及世界

各地影響力的資源。 

地域領導人的任期為 3 年。由國際扶輪社長當選人挑選下屆的扶輪協調人及扶輪公共形象

協調人，而由保管委員會主委當選人挑選地域扶輪基金會協調人及捐贈基金／巨額捐獻顧

問。 

社長當選人及保管委員會主委當選人向現任及前任高階領導人及地域領導人徵求推薦名

單。遴選標準是根據在先前扶輪領導職務中所展現的知識、支能、奉獻程度、及表現。地

域領導人接受這個職務時，必須承諾出席密集訓練、與地域內高階領導人及地區領導人建

立穩固的合作關係，並奉獻必要的時間和精力，讓扶輪在扶輪基金會、社員、公共形象、

及巨額捐獻的領域繼續進步。 

問題：保羅•哈理斯會(Paul Harris Society)是什麼？要如何加入？ 

解答：保羅•哈理斯會表彰自願每個扶輪年度捐獻至少 1,000 美元給年度基金、根除小兒麻痺等疾

病基金、或核准的扶輪基金會獎助金的社員及友人。保羅•哈理斯會在 2013 年 7 月，成立

正式的扶輪基金會表彰計畫之前，由地區管理表彰事務。該會的宗旨在於找出、引進、及

感謝有能力及意願每年捐贈大筆金額來協助世界各地社區的社員。 

摘自 7 月份臺灣扶輪月刊 

光復高中扶少團授證光復高中扶少團授證光復高中扶少團授證光復高中扶少團授證 1111 週年暨週年暨週年暨週年暨    

團長交接典禮團長交接典禮團長交接典禮團長交接典禮    

時間：106 年 7 月 27 日(星期四)  

下午 2：30 報到 3：00 開會 

地點：光復高中 5 樓視廳教室 

(新北市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 號)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106 年 8 月 12 日(星期六)  

下午 12：30 報到 1：00 開會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81 號)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18 名 
出席人數：44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6 名    出 席 率：8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Banker,Frank,Franklin,Infinity,Jet,Land, 

Money,Printer,Seven,Sticker,Tech,Trust,Wealth 

Wine,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City 社長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PP Land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Mars 秘書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Pepper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Luke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BOB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Levine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Jei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Auto 社友 板橋北區扶輪社 本 社 

PP Tea 板橋東區扶輪社 本 社 

簡明輔 先生 九龍駕駛人訓練班 本 社 

李珮函 小姐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500 

BASE 第一期 6,250 

OCEAN 第一期 4,250 

ORTHO 第一期 4,250 

GENIAL 第一期 6,250 

JAMES 第一期 4,250 

JUDGE 第一期 4,250 

LUCKY 第一期 6,250 

SCHOOLING 第一期 4,250 

合計  40,000 

累計  50,500 

一般捐款 

Gas 1.買時間 2.總歡喜 2,000 

Lion 

1.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2.板中傑出校友 3.歡迎板橋

東區社 PP Tea 來訪 

3,000 

Bueno 生日快樂 1,000 

Torque 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1,000 

Silk 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1,000 

Green 
1.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2.主講者，精彩演講刻劃人心 
2,000 

Care 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1,000 

Genial 
歡迎九龍駕訓班簡明輔先生

蒞臨例會 
1,000 

Max 
女兒中正國中弦樂團成果發

很會成功，謝謝大家鼓勵 
1,000 

Smile 王教授精彩的演講 1,000 

Michael 
1.板中校友  

2.歡喜板橋北區社蒞臨訪問 
2,000 

板橋北區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9,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Stone 
1.歡喜板橋北區社來訪  

2.王教授精彩的演講 
2,000 

Trust 7/20 生日快樂 1,000 

Money 7/23 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訪問板橋北區扶輪社    

時間：106 年 8 月 18 日(星期五)  

中午 12：30 

地點：都匯中心 

(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443巷 77 號 17 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