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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慶林 社友(42.08.19)Post 

程萬全 社友夫人(08.19)Judge 夫人 

張愿福 前社⾧夫人(08.20)P.P.Jyi-Lih 夫人 
張立昇 社友夫人(08.24)Max 夫人 

 

 
 
 
 
 
 
 

 
 

 

 
 

 

時間：110 年 8 月 12 日(星期四) 下午 2：00 
地點：google meet 線上 

主席：汪忠平  社⾧   紀錄：饒吳冠  秘書 

出席：汪忠平、詹智民、林當隆、何溪泉、 
薛銘鴻、陳福源、林傳傑、陳瑤國、 

江能裕、陳錫文、高建順、楊博顯、 

饒吳冠、曹永央、張泰西 
討論提案 

第㇐案：有關陳主義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有關五五○㇐侯明模君入社案，提請通過。 

說  明：基本資料如附件。 

姓    名：侯明模 

社    名：SuperModel 

出生年月日：60 年 2 月 25 號 

職業分類：醫療服務 

公司名稱：林口⾧庚紀念醫院 

頭    銜：腫瘤科主治醫師 

學    歷：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系畢 

夫人姓名：鄒美芸 

介 紹 人：Charles 社⾧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有關本社入社程序，寄發紙本入社選票，

是否持續維持紙本寄出，提請討論。 

決  議：不再寄出紙本選票，改由電子通訊方式詢

問社友。 

第四案：考量疫情已降為 2 級警戒，新北市政府也

已開放餐廳用餐，有關本社例會是否改為

實體例會假希爾頓飯店舉行，提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七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08.12 線上視訊會議圓滿成功!! 

※2021-22 年度中華扶輪教育獎學金已開始受

理申請，申請時間截至 9 月 30 日止，敬請

各位社友踴躍推薦優秀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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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40 次例會  
( 八 月 十 二 日 ) 

 
專職投資人 賴宏榮 社友 

前言─台語流行歌的起源 

桃花泣血記─第㇐首台語流行歌曲 

這部電影同名主題曲的出現也開啟了台語流

行歌曲的新頁。之後的九十年期間，臺灣因應政治、

經濟、文化等變遷，在各階段時期創造出不同風格

及特色的流行歌曲。 

桃花泣血記：上海聯華影業製片公司所出品的

電影，由阮玲玉及金燄主演，於 1932 年於臺灣播

出。古倫美亞唱片公司製作宣傳歌曲，由詹天馬作

詞、王雲峰作曲，歌仔戲出身的純純(劉清香)所演

唱。 

日治時期(1930~1945) 

．日人在台設立的唱片公司：古倫美亞唱片公司 

．臺灣本土經營的唱片公司：博友樂、泰平、勝利…

等。 

．1936~1939：「臺灣唱片取締規則」、「皇民化運

動」、「新臺灣音樂運動」，臺灣流行歌曲被迫暫時

劃下了休止符。 

．詞曲創作者：陳君玉、鄧雨賢、李臨秋、林清月、

周添旺、陳達儒、陳秋霖、蘇桐等多位本土音樂

人才。 

．代表歌曲：望春風、月夜愁、跳舞時代、江上月

影、雨夜花、碎心花、滿面春風、雙雁影、日日

春、青春嶺、白牡丹、悲戀的酒杯、南都夜曲、

心酸酸、滿山春色、港邊惜別、阮不知啦…等等。 

光復時期(1946~1955) 

．廣播電臺播放及歌手走唱成為主要方式 

．「臺北放送局」改為「臺灣廣播公司」 

．走唱歌手，包括陳達儒、蘇桐、許石、楊三郎等

人，邊彈唱邊推銷自己出版的「歌仔簿」。此外，

亦有以歌女及樂師組成的小型歌唱團。 

．1952 年，楊三郎與那卡諾、白明華等人合組「黑

貓歌舞團」，在全臺室內戲院巡迴演出，開啟了歌

舞團的輝煌時代。 

．代表歌曲： 

補破網、望你早歸、燒肉粽、青春悲喜曲、安平

追想曲、港都夜雨、孤戀花、秋風夜雨、思念故

鄉、春風歌聲、秋怨、春花望露、鑼聲若響…等

等。 

混合時期(1956~1969) 

．1950 年代中期，「混血歌曲」成為當時臺語歌曲

的主流。 

．譯詞：⾧崎蝴蝶姑娘、港町十三番地、黃昏的故

鄉、再會呀港都及落葉時雨等。 

．編詞：阮的故鄉南都、媽媽請您也保重等。 

．作詞：懷念的播音員、素蘭小姐要出嫁、內山姑

娘等。 

．經典作品：可憐戀花再會吧、孤女的願望、溫泉

鄉的吉他、田莊兄哥、送君情淚、悲情的城市、

臺北發的尾班車、再會夜都市、落大雨彼㇐日、

離別月台票、星星知我心、內山姑娘要出嫁、墓

仔埔也敢去、山頂的黑狗兄等。 

．本土優秀音樂人才，包括洪㇐峰、葉俊麟、吳晉

淮等人，創造出許多令人讚嘆的經典作品。包括

舊情綿綿、淡水暮色、思慕的人、寶島四季謠、

寶島曼波、放浪人生、關仔嶺之戀及暗淡的月等。 



 

 

壓制時期(1970~1981) 

．70 年代後，政府推行國語的影響，造成台語流行
歌曲發展的重大危機。直到黃俊雄布袋戲在電視

台播出後，轟動全臺，布袋戲中的主題曲及插曲

深受民眾歡迎，成為臺語歌曲的主流。 
．1970 年，黃俊雄布袋戲「雲州大儒俠」系列於

台灣電視公司推出，造成空前轟動，為布袋戲開

創了㇐個嶄新紀元。為配合布袋戲的播出，黃俊 
 

 

 
 

 

 
 

 

 
 

 

 
 

 

 
 

 

 
 

 

 
 

 

 
 

 

 
 

 

雄推出了許多角色的主題曲，於角色登場時播放，

除了配合各個角色的性格及處境外，並加深觀眾
對該角色的記憶及印象。當時推出的歌曲包括冷

霜子、廣東花、黑玫瑰、苦海女神龍等，多為重

新填詞的日文翻唱歌曲。 
．除了布袋戲歌曲外，臺語連續劇主題曲則是臺語

歌曲的另㇐宣傳管道。港都戀歌、女神龍、走馬

燈、愛情十字路等多部電視連續劇主題曲。 
 

主旨：敬邀各社踴躍參加並參與 2021-2022 年度國際扶輪 3481、3482、3490、3521、3522、3523

扶輪六地區-聯合反毒暨消除 C 肝公益路跑」。 

說明： 
㇐、宣傳扶輪社「2021-2022 聯合反毒暨消除 C 肝公益路跑活動」，特舉辦此次路跑活動，歡迎各扶

輪社社友們踴躍報名參加活動。 

1.活動日期：2021 年 11 月 27 日(星期六)上午 6:40 集合，7:30 開跑 
2.活動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3.截止日期：即日起報名至 2021 年 9 月 17 日止 

報名方式：以社為單位統㇐彙整，填妥報名表資料 mail 至地區 
4.活動報名費： 

a.活力健康組 5K 組/600 元人 

b.奔放自我組 10K 組/700 元人 
c.陽光挑戰組 21K 組/800 元人 

5.活動人數：各社至少報名 20 人 

二、參與方式： 
1.以扶輪家庭日形式《移動、陽光例會》帶動家人報名參與，展現扶輪家庭反毒公益路跑活動。

號召《扶青社》、《扶少團》、《ROTEX 學生》報名，鼓勵各社資助報名費。與學校合作，以舉辦

「青少年服務活動」名義幫學生報名，創造成立新扶青團、扶少團之良機。鼓勵社友帶動「公
司同事」、「社區家庭」、「社團」、「友人」報名參加，邀請參加大型扶輪社會活動，是吸收新社

友的最佳途徑。 

2.歡迎上述有意參加之社友或非扶輪社友統㇐由扶輪社報名參加。 
3.所有參賽者皆可獲得精美運動衫、運動帽、手提袋、飲料及完賽獎牌等紀念品。 

三、若疫情持續蔓延，本活動將依中央疾管局規定舉行或是延至明年三月舉行，並另函各社知悉。如

最終活動無法正常舉辦，報名費扣除已支付之開銷後，餘額依報名之名額退回各社。 
四、本活動若順利舉辦，所有報名費及廣告收入扣除籌備成本後之結餘款將捐贈地區反毒及消除 C 肝

公益團體。 



 

 

社⾧ 陳瑤國 Life 
祕書 汪俊男 Jamie 
財務 楊博顯 Steven 
聯誼主委 葛家勛 Pipe 
出席主委暨關懷小組組⾧ 洪國恒 Nick 
糾察主委暨文化服務活動主委 張慶林 Post 
國際主委 阮良雄 Wireless 
行政管理主持主委暨衛星扶輪社主委 汪忠平 Charles 
社員主持主委 陳福源 Gas 
服務計劃主持主委、社員發展主委 
暨扶輪青年服務團主委 

詹智民 Service 

扶輪基金主持主委 陳國義 Base 
公共關係主持主委暨高爾夫球聯誼主委 王經祿 Terry 
休閒活動主委 王崇興 Canon 
單車聯誼主委暨就職典禮司儀 曹永央 Schooling 
社刊雜誌主委 江能裕 Family 
節目主委 程萬全 Judge 
板橋扶輪社組織章程研議社史編纂暨文物保護主委 薛銘鴻 Lawyer 
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主委暨前受獎人主委 何溪泉 Lucky 
板橋扶輪社發展策略主委 賴正時 Victor 
職業分類主委 劉引巨 Money 
保健護生服務團隊組⾧暨扶輪少年服務團主委 羅浚晅 Brain 
扶輪知識主委 盧政治 Silk 
扶輪家庭主委 陳錫文 Care 
社區服務主委 黃永昌 Bank 
人類發展主委 簡哲雄 Oral 
扶輪義工主委 張瑞仁 Bueno 
職業服務主委 饒吳冠 Tiger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蕭錦聰 Glue 
青少年服務主委 林新乾 Printer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主委 楊明炎 James 
年度捐獻主委 張愿福 Jyi-Lih 
獎助金主委 張  凱 Kai 
職業訓練團隊(VTT)主委 李威毅 Mark 
永久基金主委 吳明田 Miller 
根除小兒麻痺等疾病主委 吳培聖 Implant 
地區獎學金主委暨就職典禮、授證典禮司儀 賴宏榮 Stock  



 

 

公共關係推展主委 商村田 Sticker 

公共形象主委 徐文進 Tea 

授證典禮司儀 張泰西 Stone 
 

4600% 葉文德 Gyne P.P. 200% 汪忠平 Charles 

4500% 洪學樑 Carbon P.D.G.  江能裕 Family 

4100% 盧政治 Silk P.P.  蔡居祥 Jet 

4000% 簡哲雄 Oral P.P.  林正豪 Lin 

3400% 張  凱 Kai P.P.  詹智民 Service 

3200% 劉祥呈 Syo-Tei P.D.G. 100% 王崇興 Canon 

2900% 陳瑤國 Life  楊博顯 Steven 

2800% 吳明田 Miller P.P.  羅國志 Wine 

2500% 王經祿 Terry P.P.    

2400% 張瑞仁 Bueno P.P.    

 何溪泉 Lucky P.P.    

2300% 楊明炎 James P.P.    

 薛銘鴻 Lawyer P.P.    

1800% 徐文進 Tea    

1700% 張煥章 Archi P.P.    

1600% 陳福源 Gas P.P.    

1300% 林當隆 Book P.P.    

900% 賴宏榮 Stock    

800% 高建順 Green    

500% 饒吳冠 Tiger    

 李威毅 Mark    

 阮良雄 Wireless    

400% 曹永央 Schooling    

 程萬全 Judge    

 林傳傑 Michael    

300% 黃永昌 Bank P.P.    

 曾金川 Construction    

 汪俊男 Jamie    

 洪國恒 Nick    

 張慶林 Post     

1 陳瑤國(Life) 社⾧ 

2 汪忠平(Charles) 社⾧當選人 

3 詹智民(Service) 副社⾧ 

4 汪俊男(Jamie) 祕書 

5 王經祿(Terry) 前社⾧ 

6 葉文德(Gyne) 前社⾧ 

7 吳明田(Miller) 前社⾧ 

8 江能裕(Family) 社友 

9 楊明炎(James) 前社⾧ 

10 張煥章(Archi) 前社⾧ 

 

陳山志 Ortho 新台幣 40,000 元 

盧政治 P.P.Silk 新台幣 20,000 元 

林新乾 Printer 新台幣 20,000 元 

劉紹榮 P.P.Alex 新台幣 10,000 元 



 

 

第 2840 次例會  
( 八 月 十 二 日 )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5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2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Design,Frank,Infinity,Jia-Pin,Joe,Mark, 
Money,Post,Recycle,Tea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賴宏榮 社友 專職投資人  本社 

侯明模 醫師 林口⾧庚醫院腫瘤科
主治醫師  本社 

張季震 董事⾧ 臺灣力匯有限公司 本社 
林智晴 Stock 夫人 本社 
四、捐款報告 

 
承上期  133,250 
Leo  4,250 
Book  6,250 

  10,500 
  NT$143,750 

㇐般捐款(IOU) 

Charles 
Stock

! 
2,000 

Book Stock  2,000 

Lucky 
Stock

 
1,000 

Bank 

Stock

Stock
 

1,000 

Gas 8/16  1,000 

Michael 
Stock

 
1,000 

Tiger Stock  1,000 

Canon 8/16  1,000 
Jamie Stock  1,000 
Ortho Stock  1,000 
Pipe Stock  1,000 

Stone 
Stock

 
1,000 

Family Stock  1,000 

Alan 
Stock

 
1,000 

Franklin Stock  1,000 
Dami Stock  1,000 

Marble 
Stock

 
1,000 

Steven 
Stock

 
1,000 

Care 
Stock

 
1,000 

Stock 
1.   
2.  

1,000 

Wine Stock  1,000 
  3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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