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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大陸國家

主席習近平覆信「里斯本

丸」號船倖存者家屬，鼓

勵其繼續積極致力於中英友

好，期待更多英國朋友為中

英關係作出貢獻。

習近平指出，1942年中

國浙江省舟山漁民英勇營救

「里斯本丸」號船英軍戰俘

的感人事蹟，是中英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中作為盟友並肩

作戰、共同抗擊法西斯侵略

的重要見證，也是兩國人民

結下深厚情誼的歷史佳話。

習近平主席2015年訪英

期間，以「里斯本丸」營救

事件為例，強調中英兩國人

民在戰火中結下的情誼永不褪色，成為兩國關係的寶貴財富。

80年來，因為這場英勇營救，「里斯本丸」號船倖存者及

家屬與舟山人民結下了深厚友誼。這種情誼，並沒有隨著倖存

者與救援者的故去而淡化，而是綿綿不絕，永不褪色！

舟山日報

永不褪色的情誼──
「里斯本丸」號船倖存者及家屬與舟山人民
延續80年的深厚友誼

◆�2005年8月18日，「里斯本丸」倖存
者佐敦與東極老漁民擁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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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之情：「奇蹟真的發生了！」

「里斯本丸」號船全長約116米，寬約18米，載重7152
噸，它原本是一艘大型客輪，1940年在巴西被改裝成貨輪之

後，被日本軍方徵用。

1941年12月25日，香港淪陷，大批英軍被俘。1942年9月
27日，日軍把關押在香港深水埗集中營的1816名英軍戰俘及其

眷屬押上「里斯本丸」，自香港開往日本。隨船還裝載著700
多名調防日軍和大

量從香港等地搜刮

來的財物。

1 0 月 1 日 清

晨，「里斯本丸」

途經東極鎮青浜島

東北約2海里的洋

面時，被美國潛艇

「鱸魚」號發射的

魚雷擊中，10月2
日早上6時沉沒。

在沉船過程中，日

軍用帆布和木板釘

死了關押戰俘的艙

門，隨後撤離了大

部分自己人，只留

下幾十個士兵看

守。被俘人員不得

已開展自救，想方

設法打開了艙門。

隨著「里斯本丸」

◆「里斯本丸」號。

◆里斯本丸沉船海域。姚凱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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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沉，英軍戰俘全部漂浮在海上。對於落水英俘，日軍一開始

殘忍地開槍射殺，企圖讓英俘全部死在海上，隱瞞真相後把責

任推給美軍。然而，東極漁民冒死救起384名落水英俘，讓日

軍的罪惡企圖最終沒能實現。次日，日軍又上島搜捕漁民所救

英俘，絕大部分英俘被抓走，僅有伊文斯等3人被當地漁民藏

匿而得以脫險。

「1942年，農曆八月廿三日（注：陽曆10月2日）早上，

天濛濛亮，阿拉發現了那艘大船。天完全亮後，只聽見『轟』

一聲響，大船的後頭部分沉到了海裡，但還沒有全部沉沒，大

約過了一個小時，船的前面部分也沉了。海面上漂滿了外國

人，山上的村民看到了，就跑下山撐著小船去救。」回憶起救

人時的情景，當時年僅19歲的沈阿貴老人這樣回憶：「我阿

爹、阿伯和我一起去救人，當時阿拉的船還有個破洞，滲水，

只好一邊舀水，一邊救人。阿拉救了7個英國人。光是阿拉青

浜島，就有30多條小船參加救人，救起了200多人。」

據老人們回憶，當時救上的英軍，有些人衣服都被海水沖

◆當年沉船場景。



．5．

舟山鄉訊第214期

走，有的只剩下內衣褲，凍得瑟瑟發抖，而且饑餓難忍。獲救

的英軍被安頓在島上的廟裡和村民家中。貧苦的村民們拿出自

己僅有的一點口糧給英軍，不會用筷子的英軍餓得用手抓著

吃。

那天，有30多條青浜的小漁船穿梭在救人現場，把落水的

英軍戰俘一個個拉上船、送上島，還給他們煮飯吃、給衣服

穿。王寶榮老人回憶說，當時他姐夫唐如良，因為所撐的船最

大，一共救起了20名英軍；而郭阿德老人的小船也救上了10餘
人。

一名英軍戰俘倖存者後來回憶道：「奇蹟真的發生了！

中國的漁船隊駛了過來，開始救助活動。我是被救的其中一

個，所有被救的人太幸運了。被救後我們所住的地方叫『青

浜』。」「這些中國人非常善良地對待戰俘，給我們食物和他

們自己的衣服。」

2020年8月6日凌晨1時左右，林阿根老人走完了自己的人

生旅程，在家中安詳去世，享年96歲。「最後一名親歷『里斯

◆林阿根（右二）2019年參加活動時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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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丸』事件的老漁民走了。」著名製片人方勵說，林阿根老人

是一位平凡善良、勇敢偉大的中國人。2018年4月，他曾與老

人有過長談，老人說自己救起了8名英軍戰俘。「當東極漁民

在救援英軍戰俘的時候，日軍用步槍和機槍對他們進行了射

擊，但漁民們顯示出了難以置信的勇氣，他們不顧個人安危，

一次又一次出海救援。」方勵說。

「他為世界留下的遺產包括勇氣、英雄主義和一個人在面

對人類最惡劣的暴行時所能施予的善。」英軍戰俘的後代也發

來唁電，對林阿根及東極漁民當年的壯舉表示深深的敬意。

感恩之情：「感謝你們給我安樂的餘生」

2005年8月17日，在為「里斯本丸」遇難英軍倖存者及親

屬訪問團舉行的晚宴上，當時已經87歲高齡的「里斯本丸」英

軍倖存者之一查爾斯‧佐敦先生動情地說：「如果不是東極漁

民的善心和勇敢，我不可能回到英國建立家庭；如果沒有東極

漁民的救助，我現在不可能重返舟山，對東極老漁民親口說聲

謝謝。」佐敦先生向舟山市委、市政府贈送了一個相架，裡面

的相片記錄他的一生：小孩時的天真模樣，當兵時穿軍裝的瀟

灑和一家人開心的全家福。

2005年8月18日上午11時10分，東極廟子湖碼頭又一次見

證了一個感人時刻：一聲遲到了63年的謝意，和一個兄弟般的

擁抱。「謝謝你們，謝謝你們！」87歲的查爾斯‧佐敦先生緊

緊地擁抱當年救助過「里斯本丸」英軍戰俘的吳蘭舫、沈阿貴

等老人，不願鬆開。

「今天我能重新站在東極的島上，我是多麼幸運。對我來

說，關於戰爭的記憶不是一個好的回憶。當我被漁民救起，我

獲得了失去很久的自由。那些同樣被漁民所救的同胞在被救起

來的時候，他們可能不知道這對他們意味著什麼，但是當我們

重回祖國，建立家庭，會明白這是多麼大的恩情。這是我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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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氣。」佐敦老人在東極漁民面前真情流露。

在沉船水域，老人默默無語望著蔚藍的海面，輕輕拋撒黃

白菊花瓣和英國國花玫瑰，向遇難同胞默哀。

在這次訪問團一行中，還有63歲的姐姐瑪蓮和61歲的妹妹

索菲亞，她們都是遇難者帕特里克的侄女。「我們出生的時

候，叔叔已經遇難了，我們對叔叔的記憶是空白的；而且那時

我們對『里斯本丸』也不是很瞭解，後來看一些資料，才陸續

知道了一些。這次能親眼看看叔叔安眠的地方，對我們來說，

畢生難忘。」

2017年10月2日上午10時，普陀蓮花洋畔，舉行了紀念二

戰沉船「里斯本丸」事件暨英軍官兵遇難75周年活動。

二戰軍官英國費恩祺少校特地發來悼文：「舟山漁民並非

受過嚴格訓練的軍人，他們不是紀律部隊，也沒有受任何人的

命令，他們全都是出於自發的，抱著一顆善良的心，不分國籍

和種族，在日本軍隊的槍林彈雨下，把危難中的英國軍人拯救

出來，這些行為令人感激、敬佩和難忘……」

「當長眠於東極附近海底的800多位英軍將士知道他們不

曾被遺忘，一定會感到非常欣慰。」「里斯本丸」沉船事件

後重回當年被救

地方的原因。因

為我已年老，這

是第一次可能也

是最後一次，以

後不會再有機

會，所以我要代

表所有被救的同

胞由衷地向東極

漁民們致謝，感

謝他們的善良和
◆「里斯本丸」事件遇難者後人在海上祭奠。



．8．

舟山鄉訊─雙月刊

倖存者──丹尼

斯‧莫利當時專

門發來感謝信，

感謝舟山漁民75
年前的英勇相

助，「感謝你們

給我安樂的餘

生，當我成為戰

俘的那一刻，我

做夢都想不到我

能活到現在。」

友好之情：讓「爺爺的爺爺」的故事代代相傳

一塊來自舟山的「東極石」，輾轉半個地球，於2015年11
月11日，交到了95歲的多琳‧佐敦──當年「里斯本丸」號倖

存者查爾斯‧佐敦（2009年已故）的妻子手中。她說：「島上

的石頭好沉啊。」「東極石」被放在佐敦太太家客廳的展示架

中，牆上還掛著一幅東極漁民畫《爺爺的爺爺》，那是她和丈

夫來舟山時收到的禮物。

2005年，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當時87歲高齡的佐敦

攜太太及家人，重返東極，和救命恩人緊緊擁抱。

2015年10月2日，舟山舉行「里斯本丸」沉船73周年紀念

儀式，佐敦太太托人送來感謝信：沒有那些勇敢的漁民們，就

不會有我現在兒孫繞膝的幸福家庭。我們的晚輩應該把鼓舞人

心的「爺爺的爺爺」的故事一代代傳下去。

作為回禮，長期關注「里斯本丸」沉船事件的舟山市相關

人士在東極採集了一塊石頭，上書「東極島」，「這是東極拯

救的無言見證。」

2016年3月13日，佐敦太太因病去世。兒子喬丹給香港

◆舟山群島東極島上的里斯本丸號事件紀念碑。
� 姚凱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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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斯本丸」研究會相關人士發了封郵件，信中說：「母親走

得很安詳，我們所有的孩子都陪伴在她身邊。臨走前，她仍念

念不忘那些給予我們善意和幫助的東極漁民，希望能把這份感

謝表達給所有關注『里斯本丸』事件的人們，感謝他們。」

2017年10月2日，舟山民間「里斯本丸」事件研究熱心人

士和香港「里斯本丸」研究會、舟山市集郵協會在普陀蓮花洋

畔舉行以「銘記歷史真相 弘揚抗戰精神」為主題的「里斯本

丸」事件75周年紀念活動。

紀念活動上，舟山市著名書法家倪竹青向「里斯本丸」英

軍戰俘最後一名倖存者──丹尼斯‧莫利先生贈送了一幅「中

英友誼長青」的墨寶，並向英國威爾斯王妃皇家軍團贈送一幅

「怒海生死情」的卷軸，作品從中國輾轉送達之後珍藏於倫敦

塔內，紀念中英兩國人民這段生死友誼。

2018年，得知倪竹青即將迎來百歲生日還將舉辦百歲書畫

展，遠在英國的丹尼斯‧莫利先生特意委託在中國的好友輾轉

從英國送來賀卡及花籃，並為倪老送上生日祝福。倪竹青當場

潑墨揮毫，寫下一幅「英倫好友如相見，一片冰心在玉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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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卷，遠渡重洋，送到

莫利先生手中。之後，

莫利先生特意寄來了親

筆信，信上說，很高興

能收到倪老贈送給他的

書卷，他會好好珍惜。

他也將永遠記住那些曾

經救過他們的勇敢的舟

山漁民。

2018年底，倪竹青

駕鶴仙去的消息傳到英

國，莫利先生為失去一個中國好友感到十分傷感。2019年底，

倪竹青的兒子倪東海收到了莫利先生寄來的賀卡，表達他的新

年祝福。如今，兩位百歲老人都已逝世，但「爺爺的爺爺」故

事正代代相傳！� （卻酬）

◆�「里斯本丸」事件75周年
紀念活動。

◆�倪竹青老人寫下「中英友誼長青」，委託
舉辦紀念活動的工作人員贈與莫利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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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風光，都悄悄藏在那扇門裡……」在今天很多人家

裡，對於衣櫃的追求不僅僅是實用，還要美觀、有創意，且在

發展中越來越漂亮。凝望歲月，它從無到有、從舊到新，從簡

陋到精美的今非昔比之變遷，不難看出舟山海島百姓的生活品

質不斷提高──更加豐盈美好！

小小衣櫃，悠悠情懷。上世紀60年代，我們家居住的是鄉

村一間10多平面黃土泥坯石頭壘牆毛竹作樑的低矮破舊房屋，

唯有一隻被老鼠咬了兩個洞的舊木箱子當作衣櫃。箱子裡總是

平疊放著媽媽當寶貝似的幾件嫁妝粗布衣服，還有一條薄薄的

老棉被。我和弟弟的衣服是共用各穿，不分你我。其實全家也

沒幾件衣服，而且都很破舊，按母親話說，「新三年舊三年，

縫縫補補又三年」。我們身上的衣服全都是母親在如豆的油燈

下含辛茹苦縫補成的。那時家境貧困，為了生存渴望幸福，日

子再艱苦也得熬呀！

1978年暮春，我結婚成家了。當時家裡的衣櫃是我從東北

（自己花錢請駐地木工製做）帶回來的1米長、80釐米寬的兩

隻木櫃箱子，就是北方人家炕床頭擺放的那種。父母也東奔西

忙，盡心為我置辦了幾件簡陋「傢俱」。我的父母是鄉村老實

巴交農民，做傢俱的木料是他們親手從山上（經村委批准）砍

下來的松樹，搭配一些廢棄鹽板，經老木匠拼湊而成。不過，

我和妻子最好的衣服也就是那麼一二件的確良，其它是一些新

舊不一、顏色單調的布衣布褲。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換下來暫不穿的舊衣服洗淨疊好後，一件件整齊地平放在木櫃

曹寧元

一縷風光寄衣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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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裡。妻子還一本正經地給木櫃箱作了「分工」，擺在右邊的

這只放女人的衣服；左邊的那只放男人的衣服。平常隨時穿的

帶有泥土味舊布衣服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上的、櫃子上的，顯

得亂糟糟。這些衣服穿在身上，沒一件不是皺巴巴的，可能日

久天長習慣成自然了，自己倒也沒感覺到有啥爽不爽的。

兩年後，我的兒子出生了，同時隨著家庭經濟條件好起

來，衣服也逐漸增多。那時在鄉鎮工作的我，有了幾套體面的

制服，可家中沒有合適的衣櫃可放呀，尤其是卡其中山裝、棉

大衣和妻子鍾愛的幾件新裙子，最好能掛式放置。有一天，

我在同事家串門，偶爾看到一種名叫「三門大櫥」的立式衣

櫃，掛放衣服挺不錯。於是，我就厚著臉皮向單位領導申請，

終於「經研究批准」在計畫供應指標內購買了少量杉木（在計

劃經濟年代，木材是不能隨便開放銷售的）。我立馬請村裡一

名木匠師傅連日趕做了一個「三門大櫥」。此衣櫥做工精細，

外觀甚是漂亮，裡頭分為兩層，下面可疊放被子，上面可吊掛

衣服。完工當晚，我高興地陪同木匠師傅喝了一頓老酒（黃

酒）。

更可喜的是，1986年仲秋，在岱山人民醫院工作的妻子幸

運分配到了一套66平方米的房子。在縣城有了住房，這對於一

戶住房困難的家庭來說，是一件偌大的幸事呀，全家人高興至

極。那時候家境開始富裕了，家人的衣服自然而然地新潮起

來，數量像春天的蝴蝶越來越多。有了自己的新住房，如何在

裝修時相應配套好新衣櫃呢？在一個柔風沉醉的晚上，我和妻

子迫不及待地騎自行車來到附近物資公司職工集資樓，馬不停

蹄地登門觀看了好幾戶人家已裝修完工的新房家櫃樣式。時遷

事移呀，當年那些古老傳統的大櫃小箱搭成排列的傢俱悄然淘

汰，而替代它的是煥然一新的固定式的牆櫥壁櫃之類。我以實

用、美觀、衣量、節省空間為基本點，特出個性愛好，將衣櫃

融於整套裝修之中，進行了殫盡竭慮的精心設計。繼後挑選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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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技術精湛的木匠和漆匠前來製做。衣櫃是整套房子裝修的一

個重點部分，衣櫃做得好方顯房子裝修得好。經過兩個月的一

鼓足氣、不知疲倦地忙碌，衣櫃做好，裝修完工。眼下，面積

不大的房子按實際所需分隔成三間，即：主睡房和客廳及兒子

睡房。各房間全部是牢固的木質壁櫥櫃當牆，既是牆又是各式

大櫥衣櫃，真乃兩全其美啊……

光陰荏苒，而今讓我和家人臉上掛著感謝與幸福的是，在

城裡購買了一套在綠色生態環境懷抱中的寬敞明亮的新住房，

並有相應配套的雋美衣櫃。這套衣櫃，大部分是在裝修時有能

工巧匠統一製做的，少部分是商場買來組裝的。現代化的衣櫃

傢俱，不僅做工細膩精緻、新式時尚、簡潔美觀、優質環保、

色澤柔和，而且具有詩意盎然的鮮明個性，別有一番「西子風

韻，太湖氣魄」風格，讓人看著舒心，聞著醉心，摸著傾心，

用著放心，果然是一種沉澱於心的幸福。衣櫃是一個家庭的服

裝百寶箱。收藏著綴滿花飾的衣櫃裡，筆挺的（西裝），飄逸

的（霓裳），各種顏色，各種款式，夏天的、冬天的、春秋

的、棉的、毛的、皮的、麻的、絲的等服裝，應有盡有──這

何嘗不是一幅高雅素潔的風景畫呀！

彩蝶飛舞，夢想花開。時下，每每清晨初醒的我，揉揉微

合的睡眼，最美的一天總是從舉眉睃看衣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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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海白泉十字路老街，可謂白泉的一個地理標誌，是白泉

曾經的商貿經濟中心。

白泉十字路老街，發軔於宋寶慶年間（1225-1227）的白

泉酒坊，一百多年前，街上是「市廛錯雜，貿易頗盛」。二十

世紀四十年代，社會動盪，經濟蕭條，老街一度凋零。1952年
4月，白泉供銷合作社成立，1952年2月，白泉工商業聯合會成

立，老街商貿經濟再度崛起，領騷三十餘年。二十世紀七十年

代中期，白泉新街開始興建，老街由此退出歷史舞台。

老街上的20餘家店鋪

白泉十字路老街，由橫直兩條街交叉成「十」字形狀，故

名十字路街。老街東西方向橫街長220餘米，南北方向直街長

約120米，街寬皆約4米，街面方整石板鋪路，街兩邊是青磚灰

瓦，單層或二層的木結構老宅，一樓商鋪，二樓住人。清中晚

期至民國，老街有「協成」酒坊、「同昌」南貨店、「泰昌」

南貨、「源春和」油坊、「同壽堂」中藥鋪、「長源」飯店、

「源泰」布店、「穗裕」布店、「穗豐」南貨、「華鑫」軋米

廠等十多家老字號商鋪，還有不少攤販。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中期，十字路老街熱鬧非

凡，是定海東向片農村主要的商貿交易中心，有多少附近村民

憑借這一寶地，改善了家境，就連白泉周邊的鄉村，像臯泄、

北蟬等地村民，家裡養的雞鵝鴨，地裡種的蔬菜，海灣裡捕來

翁源昌

十字路老街─
白泉的一個地理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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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蟹蝦，都會來這裡交易，順便買點日用品回去，出門前碰到

鄰居就會說「到街裡去」，這「街裡」就是指白泉村的十字路

老街。

那個年代，物質比較匱乏，不少商品是憑票供應，但老街

上各類日用品商店設置還是比較齊全，各類店鋪有20餘家。東

西方向橫街，兩邊都有店鋪，朝南面的有水産店、食品公司、

書店、麵條加工店、布店（後來是收購站）、理髮店、生産資

料部、刻字印字鋪、牙科店、大餅油條鋪等，朝北的一邊有百

貨文具店、招待所、打鐵鋪、副食品商店、合作商店門市部、

日雜店、五金店、皮夾社等；南北方向的直街，有麵店、豆腐

加工店、縫紉社、包子店、飯店、照相館、郵局等。這些商店

以及店鋪大多是屬於白泉供銷合作社系統的，有的是國營舟山

食品公司、定海縣商業局在白泉設立的門面，還有的是白泉公

社社辦企業設的點。

老街上的店鋪門面都不是很大，最多是三四間連成一片，

像百貨文具店、副食品商店，有的僅為十多平方的一間店面，

甚至只有一二平方的一個櫃台，像刻字鋪，雖然經營有一定局

限性，但這些大小不一的商店、加工店，在當時方便群眾生活

所需，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明星店」白泉照相館

白泉照相館，是白泉十字路老街上店面最美麗的一家商

店。那個年代，照相館也許是姑娘們顯擺「臭美」的唯一地

方，照相館朝街面的玻璃櫥窗裡，陳列著多幅吸人眼球的添了

顔色的人像照片，有掛著鮮豔紅領巾的可愛小學生，有不愛紅

妝愛武裝的女民兵，有英姿勃勃的駐軍戰士，當然也有那個年

代的「帥哥美女」相片。

白泉照相館是我小時候經常逗留的一個地方，除了一遍又

一遍觀望那櫥窗裡的照片以外，樓上攝像的地方也讓我們小孩

像百貨文具店、副食品商店，有的僅為十多平方米的一間店

面，甚至只有一二平方米的一個櫃台，像刻字鋪，雖然經營有

一定局限性，但這些大小不一的商店、加工店，在當時方便群

眾生活所需，還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1 6．

舟山鄉訊─雙月刊

神迷，看著那四腳裝有滑輪的照相機，在高低不同的燈光照射

下，「咔嚓」一聲，人像就留在裡面了，讓我一次次地覺得如

此神奇。

白泉照相館，當年十字路老街上的「明星」店，是什麽時

候在老街上安家落戶呢？家住白泉翁家的90多歲翁老先生，是

白泉照相館的「開山元老」之一。2019年7月6日，我有幸採訪

到了這位翁「元老」。翁「元老」告訴我，他14歲時，家裡生

活貧困，就到上海西藏路的綠寶照相館學照相，三年學徒，一

年幫工。做學徒時，飯也吃不飽，8個學徒，都是十五六歲長

身體的後生，但每餐只有6兩飯，沒辦法，為了學技術，只好

勒緊褲帶一天天挺過來。

1948年，他在定海南門外明明照相館做了二年，後來老闆

到上海去了，就從明明照相館借了些老照相器材，在白泉十字

路直街沿街頭搭棚拍照片，店名就叫白泉照相館。那以前，白

泉還沒有照相館，翁「元老」的照相店是第一家，拍攝、沖

洗、修補、塗顔色，樣樣技術都拿得起，生意交關好。後來

又有二家照相店，其中一家主要是做照片添顔色，照片放大。

1955年5月，三家照相店合併成立了白泉照相館，當時有職工5
人。那個年代，每當新兵到來或者老兵退伍時候，附近部隊都

會請他們上門去拍照，白泉照相館派出精兵強將做好服務，胡

逸仙就是其中一個。

胡逸仙是1960年進白泉照相館工作的，那年她19歲，是一

個年輕美貌、多才多能的姑娘。2019年7月的一天，在胡逸仙

家裡，我見到了幾張她珍藏幾十年的老照片。其中一張合影是

拍攝於1979年2月，照片上有幾位駐軍戰士與白泉照相館工作

人員等，胡逸仙告訴我，這張合影中戴紅花的戰士姓劉，是江

蘇泰興人，要去參加對越自衛反擊戰，旁邊一位是部隊事務

長，為了留下這一珍貴的歷史時刻，她們與這位戰士一起合影

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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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泉飯店的兩位「開山元老」

白泉飯店，全名白泉飲食飯店，飯店就在「明星店」照相

館旁邊，分三個店面，餐廳、包子店和大餅油條店。餐廳緊靠

照相館，樓上樓下，底層面積特別大，放著十來張八仙桌。上

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去十字路橫街前面的白泉小學讀書時，

每天來回四趟要從飯店門口走過，但就是不想拐進去看看，

是怕那滿堂香味四溢的炒菜讓自己管不住口水從嘴角裡流出

來。

白泉飯店名氣很大，有二道菜至今還有人念念不忘，這二

道菜就是什燴和鱔絲。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前出生的白泉人說

起這二道菜，即使沒吃過，也會像經常吃的那樣，說的眉飛色

舞。對於距離白泉飯店只有五十來平方米的我家來說，四十多

年前，全家人從沒有到飯店吃過飯，什燴是3角5分一大碗，

鱔絲是6角一碗。對於我家來說，鱔絲有點貴，難於進門。什

燴，一年到頭，倒是有幾次能夠粘上口，那是家裡來了難得一

見的親戚或者舅舅來訪，家裡拿不出像樣的菜來招待，母親就

會叫二姐到白泉飯店，請成財師傅燒一碗什燴來，看著白底藍

邊大碗裡的肉、魚丸、熏魚、鵝肉、肉皮膏、目魚花，香噴噴

的冒著熱氣，真想一大口吃進嘴裡，當然那是要等客人上了桌

後才能拿緊筷子去夾幾口吃。

成財師傅是白泉飯店的一大名廚，也是白泉飯店的「開山

元老」，什燴、鱔絲都是他的拿手菜。曉得成財師傅大名的恐

怕不只是些白泉人，至少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這二十年期

間，有不少附近鄉村的人，在白泉工作過的外地人，都會慕名

而來，雖然那時候口袋裡是癟癟的，但仍然擋不住這美味，

來白泉飯店品嚐成財師傅烹飪的佳餚。顧鶴鳴老先生回憶，上

世紀七十年代初，他曾經與幾位好友在白泉飯店吃飯，點上一

碗3角5分的什燴，六角一盤的鱔絲，外加一盤白切豬頭肉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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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碗鵝血羹，再叫上一斤1角8分黃酒，這樣一頓豐盛的「大

餐」，能讓他們津津有味半個月，成財師傅燒的什燴和鱔絲

菜，實在是給他們留下了深刻印象。故此，即使現在，在白泉

地界上的一些飯店（餐廳）都會有什燴這道招牌菜，然而，名

聲能夠超過成財大師傅的似乎還沒有。

當年白泉飯店的第二個大師傅，我認為是阿坦師傅。阿坦

師傅是白泉飯店「開山元老」之一，在白泉飯店做了48年。13
歲時，他與父親等幾個人組織成立了白泉飲食組，是在十字路

直街上，主營包子和餛飩。1956年，十字路街上的3家飯店、2
家大餅店和飲食組合營，組建白泉飯店，有職工15人，其中就

有阿坦他們的飲食組和成財師傅開的飯店。

白泉飯店除了炒菜、包子、大餅、油條是飯店面向大眾的

特色食品，銷售量非常大，名氣也很大，阿坦師傅最拿手的就

是包子和大餅。阿坦師傅做的包子曾經在六十年代一次定海縣

服務行業大比武中拿下了第一名。阿坦師傅告訴我，那次大

比武，聚集了全縣服務行業頂尖高手，白泉飯店派出了二名

選手，他是參加飲食組包子項目比武，地點是在定海原燈光球

場。比武時，同樣數量的濕麵粉一字排開，要求在規定時間，

按規定只數做好包子，根據包子樣子是否好看、個頭是否勻

稱、味道是否好吃等幾項標準進行評定，阿坦師傅得了包子組

比武第一名，獎了一只熱水壺。

阿坦師傅除了做包子，還做大餅。他說，做大餅是飯店裡

最苦的，過去有句老話，一打鐵，二做大餅。做大餅，要爬起

得早，每天下半夜2點鐘就要到店裡生爐子，把水燒滾。做大

餅看看簡單，其實工夫一道又一道。比如揉麵粉，要用力，要

把麵粉揉和成為麵團，手要沾些水反複「紮」麵，「紮」勻

揉軟，再餳麵1小時左右，才可使用，雙手不知要使出多少氣

力。4點多點就開始做大餅了，把做好的生大餅用手伸進火熱

的爐子裡，快速貼到爐壁上，一不小心，手指頭就會被燙起血



．1 9．

舟山鄉訊第214期

泡。每天做到上午9點左右，要做一千三四百只大餅，基本是

一刻不停，沒有休息時間。

那時候，大餅、油條雖然只要幾分錢，大餅是1兩糧票2分
半錢，油條是半兩糧票3分錢，但也不是每戶人家都捨得吃。

我記得我家有時候早上母親會買兩根油條，一根油條再分成兩

條，五姐妹就這樣喝著稀飯，咕嚕嚕吃完了早飯。那麽，沒錢

怎麽辦？阿旦師傅說，當時可以用米來調，米是1角3分8厘一

斤，白泉飯店有專門的票證，就可以調大餅油條，也可以買什

燴和鱔絲。一個上午收進大米有八十多斤，飯店再把米交給白

泉糧管所換麵粉。

白泉十字路老街，其實有很多值得回味的故事，像橫街

上的刻字店，店主是一個50多歲的老頭，外鄉人，戴著一

副老花眼鏡，瞧起人來似乎神秘兮兮的。我以前一直不知他

姓啥，那時大家只稱他「刻字老頭」。一平方米多一點的櫃

台內擺著各色各樣的印章，印章上字體有的圖畫似的，後來

才知是一種篆文。在我去讀大學的第一年，父親請「刻字老

頭」為我刻了一枚橢圓形的印章，可惜現在找不到了。那位

「刻字老頭」，是胡逸仙的父親，他的大名

叫胡鴻洲，這是我在採訪胡逸仙時特意問來

的。

歲月流淌，十字路老街、老店、老

人，都已將成為歷史的記憶。讓我們

記住這些曾經在十字路老

街付出青春歲月美好

年華的「老供銷社

人」、「老合作社

店員」，還有一直

陪伴著老街的那些

白泉老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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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時間：中華民國111年9月3日上午10時
二、會議地點：台北市長沙街一段20號（國軍英雄館）

三、出席人員：

𡛼應出席人數：279人
𥕛實際出席人數：191人（含永久及基本會員110人，委託

出席81人）
𥐥缺席人數：88人
列席貴賓：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台灣總會、總監議會

前議長鄭道檣先生、台灣總會督導長張金溪先生、台北

市溫州同鄉會理事長暨浙江各府縣同鄉聯誼會常務理事

陳繼國先生、台北市浙江三門縣同鄉會理事余國英先

生、法律顧問律師楊嘉中先生。

四、主　　席：張冬梅                             記  錄：吳岱隆

五、主席致詞：

各位鄉長、各位貴賓、大會主席團、全體理監事：

大家早上好，非常高興見到鄉長們參加今年的會員

大會，因為疫情不穩定影響，直到現在終於可以共聚一

堂，相互問候話家常，可是又碰到颱風過境，希望明年

一切都能恢復正常。

冬梅擔任理事長歷經兩屆6年的時光，承蒙兩屆的理

監事們協助，各委員會的配合，及我們鄉親的協助終於任

期屆滿，在這裡要再次的謝謝所有一起工作的兄弟姊妹及

鄉長們對冬梅的愛護、支持與寬容。

今天大會最重要的是用您手上的選票選出我們下屆第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第18屆
第1次會員大會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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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屆理監事，為鄉親們服務、為同鄉會的未來永續經營。 
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大會順利圓滿成功。

六、來賓致詞：

𡛼國際獅子會300複合區台灣總會、總監議會前議長鄭道

檣先生

大會主席張理事長、常務理監事及理事監事們、各

位前輩先進、各位鄉長：

大家早安，大家好！我今天非常的榮幸受到理事長

之邀請來參加今天的慶典，同時有機會跟各位前輩學

習，這真是我畢生最大的光榮。因為時代的改變，同鄉

會及宗親會的經營是越來越辛苦了，因為太多的國際社

團以及太多宗教團體的產生。我個人也有參加同鄉會

及宗親會，同鄉會及宗親會是我們每一位同鄉和宗親的

大家庭，血融於水的鄉情，能夠參加同鄉會的前輩先進

們，大家真的有福氣。 
前幾天理事長寄了一本貴會的50週年紀念特刊，我

很仔細的看過，我真的很感佩理事長還有服務團隊那麼

用心編製了這一本真正可以收藏的特刊。相信各位鄉長

都已經看過，內容真的非常豐富。再次的恭喜各位鄉

長，也祝福今天的大會圓滿成功，每一位鄉長平安健

康，萬事如意！謝謝各位！

𥕛浙江各府縣同鄉聯誼會常務理事陳繼國先生

各位鄉親，大家好！非常感謝張理事長邀請參加貴

會第18屆的會員大會，貴會成立到現在已經有50多年

了，這一路走過理事長、歷屆理事長、理監事們及所有

會員，大家能夠團結一心，讓舟山同鄉會能夠繼續運

作，來照顧所有的鄉親，50年來真是非常不容易，也是

值得慶賀的。今天貴會召開第18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

改選，希望熱心參與會務活動的各位鄉長都能高票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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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為我們同鄉會服務，讓舟山同鄉會發揚光大，更向

前進。祝福各位鄉長一切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七、報告事項：

𡛼𡛼理事會工作報告（黃常務理事肇傑報告）

有關理事會2年工作報告重點如下: 
1. 108學年度下學期及109學年度上學期贈發同鄉子弟獎

學金及體育獎金等，計受獎者30名，贈發獎金16萬元

正。另香港許志勤鄉長捐贈獎學金計104,000元，共8
名大學生獲贈獎學金；總計受獎者38名。

2. 109年重陽節共分送敬老禮品「統一超商」禮券新台

幣300元，本會分贈88份，基隆市舟山同鄉會13份，
共計101份。

3. 109年至111年萬泰不銹鋼企業有限公司、林明忠先

生、劉菊英女士等無權佔用本會座落土城區土地，賠

償本會總計約70萬元。

4. 109年9月5日，本會於國軍英雄館舉行第17屆第2次
會員大會暨成立50週年慶及舟山鄉親來台70週年紀

念活動。

5. 因國內疫情未緩，本會110年及111年春季旅遊活動停

辦或延期。

6. 109學年度下學期及110學年度上學期贈發同鄉子

弟獎學金及體育獎金等，計受獎者38名，贈發獎

金204,000元正。另香港許志勤鄉長捐贈獎學金計

104,000元，共2名碩士生及6名大學生獲贈獎學金；

總計受獎者46名。
7. 110年重陽節共分送敬老禮品「統一超商」禮券新台

幣300元，本會分贈68份，基隆市舟山同鄉會12份，
共計80份。

前邁進。祝福各位鄉長一切順利，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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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0年第13次理事會決議因疫情未見減緩仍維持2級警

戒，本會第17屆第3次會員大會延至111年與第18屆第

1次會員大會合併召開。

另有關細節請各位會員參閱大會手冊第10至15頁。
𥕛監事會工作報告（陳常務監事澤正報告） 

有關監事會工作報告，請各位會員參閱大會手冊第17
頁。

1. 本會109年9月至111年8月，共計舉行理監事聯席會議

11次，理事會在監事會依職權認真監督全力配合支持

下，會務推展順利、頗具績效。

2. 理事會逐月移請審核之經費收支報表及單據憑證，均

經本監事會逐筆審查通過，合乎規定。（109年及110
年歲入歲出決算書、決算明細表及資產明細表詳附大

會手冊第17至21頁）
3. 理事會移請審核之110年度及111工作計畫草案、110

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及收支預算明細表、111年度經

費收支預算書及收支預算明細表（詳附大會手冊第

22至29頁），均經本監事會逐筆審查通過，合乎規

定。

八、討論提案（理事長主持）：� 提案單位：理事會

第一案：本次大會理、監事會工作報告，請同意備查。

（請參閱手冊第7至16頁） 
決　議：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第二案：本會109年度及110年度歲入歲出決算書及明細

表、資產明細表，業經監事會議審查通過，提請

追認核備。（請參閱第17至21頁）
決　議：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第三案：本會110年度及111年度工作計畫草案，提請核

議。（請參閱第22至2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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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第四案：本會110年度及111年度經費收支預算書及明細

表，提請核議。（請參閱第26至29頁）
決　議：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第五案：本會章程第六條修正如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請

追認。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凡住所設於中

華民國行政區域且領有

國民身分證之舟山（各

縣區）同鄉，其品行端

正，願遵守本會會章履

行本會義務，須為成年

人，有行為能力者填具

入會申請書，經理事會

審查合格繳納會費後，

即為本會會員。本會會

員分下列四種：（一）

永久會員；（二）榮譽會

員；（三）基本會員；

（四）贊助會員（係認同

本會宗旨者不限於舟山

籍）。

第六條：凡住所設於中華

民國行政區域且領有國民

身分證之舟山（各縣區）

同鄉，其品行端正，願遵

守本會會章履行本會義

務，年滿二十歲，有行為

能力者填具入會申請書，

經理事會審查合格繳納會

費後，即為本會會員。本

會會員分下列四種：（一）

永久會員；（二）榮譽會

員；（三）基本會員；（四）

贊助會員（係認同本會宗

旨者不限於舟山籍）。

依據內政部110
年 1 月 2 7 日總

統華總一義字

第11000006121
號修正人民團

體法第八條條

文。考量時空

背景改變，將

年齡限制修正

為成年人；以

便因應未來發

展需要。

決　議：全體出席會員無異議通過。

九、臨時動議：無

十、唱名第18屆理、監事候選人

十一、選舉第18屆理、監事：

大會提名選務工作人員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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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票人：姜永平、宋秀玲、張根華

發票人：柴慶隆、邵飛娜、林省耀、侯從容、張根華、 
宋嘉榮、宋秀玲、姜永平、胡　玲、史亞珍

唱票人：柴慶隆、林省耀、宋嘉榮

計票人： 嚴海萍、史亞珍、侯從容、胡　玲、彭霞紅、 
邵飛娜

開票結果：

理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陳澤正150票 王愛勤144票 柴慶隆121票 鄭龍華119票 
侯從容118票 屠益輝116票 彭霞紅109票 嚴海萍100票
陳燕波95票 史亞珍94票 宋嘉榮88票 邵飛娜80票
王定國73票 胡　玲71票
以上14位當選本會第18屆理事

理事候選人 姜永平及伍旭業得票數同為65票（第18屆第1
次理監事聯席會抽籤決定理事及第1順位候補理事）

候補理事：

姚梅清63票 徐士翔54票 周君君47票 史滿紅42票
監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黃肇傑150票 朱春雪146票 王飛成134票 王素君121票
宋秀玲118票
以上5位當選本會第18屆監事

候補監事：

翁榮華60票 史心瑜40票
十二、宣佈第18屆理、監事當選人名單

十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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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中華民國111年8月13日（星期六）上午10時00分
地　　點：台北市仁愛路3段88號二樓（會議室）

出席理事：張冬梅、王愛勤、黃肇傑、朱春雪、彭霞紅、 
王定國、莊　萍、莊明康、侯從容、鄭龍華

出席監事：陳澤正、林省耀、王素君、宋秀玲、王飛成、 
張根華

請假理事：龐美芳、史亞珍、柴慶隆、嚴海萍、屠益輝

主　　席：張冬梅

記　　錄：吳岱隆  財務組長：季阮玉梅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宣讀第1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如附件1）及報告決議

執行情形（如附件2）。
二、本會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訂於111年9月3日（星期六）上

午9時報到，會員大會10時開始，大會地點設於國軍英雄

館一樓「宴會廳」。

三、111年6月18日第16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

𡛼7月23日上午10時假本會會議室，召開第18屆第1次會員

大會第1次籌備會議，後報。

𥕛黃肇傑常務理事擔任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籌備會主任

委員，請大家支持配合協助，圓滿完成本次大會任務。

𥐥會員大會紀念品全聯福利中心禮券500元。
四、110學年度上學期獎學金及體育獎金頒贈，已請受獎同學

於111年6月25日（星期六）上午至本會領取。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第17屆
第17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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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1年6月28日下午林明忠先生佔用本會及台北市寧波同鄉

會座落土城區延吉段311及308號土地。經協調後林明忠先

生於111年7月1日起同意每一年給付土地使用費共84,000
元，按本會三分之一持份，計28,000元。待合約2年到期

後，將另行續約或終止。

六、111年6月30日下午劉菊英女士佔用本會及台北市寧波同鄉

會座落土城區延吉段315及318號土地，經協調後劉菊英女

士於111年7月1日起同意每年給付土地使用費包括賠償金

共110,370元，按本會三分之一持份，計36,790元，分7期
支付。待2年合約到期後，將另進行續約或終止。

七、111年7月18日下午萬泰不銹鋼企業有限公司佔用本會及

台北市寧波同鄉會座落土城區延吉段312號土地，經協調

後該公司於111年7月1日起同意第1年給付土地使用費共

288,716元，按本會三分之一持份，計96,239元。第2年
給付土地使用費共340,272元，按本會三分之一持份，計

113,424元。待2年合約到期後，將另進行續約或終止。

八、111年7月19日台北市富邦建設來函「台北市大安區懷生段

二小段475-1地號等37筆」範圍內土地已於111年4月21日
送台北市都市更新處申請自行劃定更新單元，預計最快

112年2月請各住戶開始選屋。

九、111年7月22日總幹事代表理事長探望因車禍受傷之理事屠

益輝。

貳、舉行7、8月壽星慶生會

7月份：王定國、張根華。

8月份：史亞珍、莊明康、宋秀玲。

叁、討論提案

一、案由： 本會111年6月、7月份經費收支明細表（如附件

3）；提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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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二、案由：籌備會提報

𡛼大會編組及工作分配表（如附件4）
𥕛會員大會程序表（如附件5）
提請追認。

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三、案由： 本會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收支預算表，如附件6；
提請審查。

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四、案由：本會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名冊，如附件7；提請審查。

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五、案由：第18屆理、監事候選人推選名單，如附件8；提請

審查。

決議：1. 現任理、監事已自行表達不再繼續參選意願者；

計張冬梅理事長、龐美芳常務理事、莊萍理事、莊

明康理事、林省耀監事及張根華候補監事等六位。

　　　2. 現任理、監事及推薦提名候選人員，經理監事會審

定推舉參選第18屆理事、監事，詳如候選人名單。

六、案由：本會重陽敬老禮品全聯福利中心禮劵300元，名單

如附件9，提請審查。

說明：今年基隆市舟山同鄉會80歲以上鄉長14人、本會63
人；合計77人。

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七、案由：本會侯從容理事加入永久會員資料，提請審查。

決議：無異議審查通過。

肆、臨時動議。

無。

伍、散會（上午10時55分）
（以上會議紀錄，詳細發言內容錄音，存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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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民國111年9月17日（星期六）上午10時
地　　點：台北市仁愛路3段88號2樓（會議室）

出席理事：王愛勤、柴慶隆、鄭龍華、侯從容、屠益輝、 
彭霞紅、嚴海萍、史亞珍、宋嘉榮、邵飛娜、 
王定國、胡　玲、伍旭業

出席監事：黃肇傑、朱春雪、王飛成、王素君、宋秀玲

列席人員：候補理監事 姚梅清、周君君、史滿紅、史心瑜

請假人員：陳澤正、陳燕波、姜永平

主　　席：張冬梅

記　　錄：吳岱隆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本會於111年9月3日（星期六）上午10時正，假台北市國

軍英雄館一樓宴會廳，召開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選舉

第18屆理監事圓滿結束。

二、第18屆新任理、監事得票數如下：

理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陳澤正150票 王愛勤144票 柴慶隆121票 鄭龍華119票
侯從容118票 屠益輝116票 彭霞紅109票 嚴海萍100票
陳燕波95票 史亞珍94票 宋嘉榮88票 邵飛娜80票
王定國73票 胡　玲71票 伍旭業65票
（理事兩位得票同為65票，經抽籤伍旭業當選理事，姜永

平候補理事）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第18屆
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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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補理事：

姜永平65票 姚梅清63票 徐士翔54票 周君君47票
史滿紅42票
監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黃肇傑150票 朱春雪146票 王飛成134票 王素君121票
宋秀玲118票
候補監事：

翁榮華60票 史心瑜 40票 

貳、選舉常務理事、常務監事、理事長

一、監票員宋秀玲、發票員侯從容、唱票員彭霞紅、計票員宋

嘉榮。

二、進行選舉。

三、宣佈當選人名單。

常務理事選舉：發出選票14張、回收14張。
常務理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王愛勤13票 陳澤正12票 鄭龍華12票 侯從容11票
彭霞紅11票
理事長選舉：發出選票14張、回收14張。
理事長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陳澤正13票
常務監事：發出選票5張、回收5張。
常務監事當選人姓名及得票數

黃肇傑5票

叁、交接

理事長當選人陳澤正先生居家隔離，交接事宜擇日辦理。

肆、散會（中午10時30分）

（以上會議紀錄，詳細發言內容錄音，存會備查）



．3 1．

舟山鄉訊第214期

時間：中華民國111年9月17日（星期六）上午9時30分
地點：台北市仁愛路3段88號2樓（會議室）

出席：王定國、侯從容、王愛勤、屠益輝、彭霞紅、宋秀玲。

請假：潘瑞泰、黃肇傑、龐美芳。

主席：柴主任委員慶隆

記錄：吳岱隆

主席致詞：（略）。

壹、報告事項

一、本學期就讀公私立大學研究所申請獎學金計有屠暐翔同

學。

二、本學期就讀公私立大學申請獎學金計有徐聖軒等10位同

學。 
三、本學期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申請獎學金計有周書瑜等5位同

學；以上申請110學年度下學期獎學金同學共計16位，學

業成績排列如獎學金申請名冊。

貳、討論事項

一、案由：以上各項申請獎學金資料及擬辦意見，請審查。

𡛼研究所：最高成績屠暐翔同學。

　大　學： 最高成績前3名潘世軒、何炘霖及陳英凡等3位
同學。

以上按符合最新規定審查通過後；9月30日前轉送「財

團法人許文貴教育獎助基金會」申請。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第17屆
第7次教育委員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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𥕛本期核發「學業獎學金」徐聖軒同學等12名、「體育

獎金」潘世軒同學1名；總計核發新台幣66,000元整。

（詳如附件1獎學金名冊）

決議：經審查合格，擬准發獎學金。

叁、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上午10時）

（以上會議紀錄，詳

細發言內容錄音，存會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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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事  長：陳澤正

常務理事：王愛勤、鄭龍華、侯從容、彭霞紅

理　　事：柴慶隆、屠益輝、嚴海萍、陳燕波、史亞珍

　　　　　宋嘉榮、邵飛娜、王定國、胡　玲、伍旭業

候補理事：姜永平、姚梅清、徐士翔、周君君、史滿紅

常務監事：黃肇傑

監　　事：朱春雪、王飛成、王素君、宋秀玲

候補監事：翁榮華、史心瑜

名譽理事長：許志勤

名譽理事：陳津秋、謝開元、釋性海、林錦雀

財務組長：田麗娟

總  幹  事：吳岱隆

本會第18屆理、監事暨職員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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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財產保管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澤正

副主任委員：王愛勤、鄭龍華、柴慶隆

財務組組長：田麗娟

組員：吳岱隆

二、徵募委員會

主任委員：侯從容

副主任委員：屠益輝、王定國、陳燕波

委員：全體理、監事。

三、青年教育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鄭龍華

副主任委員：王愛勤、宋嘉榮

委員：彭霞紅、黃肇傑、宋秀玲、侯從容、屠益輝、 
伍旭業、姜永平、陳燕波

四、鄉訊出版委員會

主任委員：王愛勤

委員：侯從容、黃肇傑、鄭龍華

五、婦女工作委員會

主任委員：彭霞紅

副主任委員：朱春雪

委員：史亞珍、嚴海萍、陳燕波、邵飛娜、胡　玲、 
王飛成、王素君、宋秀玲

六、康樂服務委員會

主任委員：黃肇傑

第18屆理事會各工作委員會編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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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朱春雪、王素君、宋秀玲、王飛成

七、公關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澤正

委員：王愛勤、鄭龍華、柴慶隆

八、會址改建委員會

主任委員：陳澤正

副主任委員：柴慶隆

委員：王定國、姜永平、屠益輝

九、法律顧問：楊嘉中律師

十、總  幹  事：吳岱隆

印書館有限公司協聯
承印各式書籍、傳單、報表

誠信服務．價格公道

地址：新北市新莊區福壽街99巷11弄8之3號

電話：

傳真： 

（02）2 3 3 1 - 9 1 7 2
（02）2 9 9 2 - 3 8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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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代發「財團法人許文貴教育獎助基金會獎學金」計有屠暐翔

同學等4位，學業成績排列如下：	 	

    姓  名     學   校 年級 學業 操行

1 屠暐翔 中原大學環境工程碩士班 一 90.92 87
2 潘世軒 台灣大學電機系 四 95.60 87
3 何炘霖 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一 86.17 87
4 陳英凡 台灣大學機械系 四 84.00 87
本學期就讀公私立大學申請獎學金者，計有徐聖軒同學等7位，學
業成績排列如下：

1 徐聖軒 元智大學電機系 四 96.07 85
2 關敬翰 長庚大學醫學系 六 93.20 87
3 關嘉萾 亞洲大學聽力及語言治療系 四 83.95 85
4 卓芸安 政治大學會計系 四 83.50 85
5 柴倍祺 台北市立大學舞蹈系 四 82.00 95
6 許暐婕 銘傳大學風險管理與保險系 四 81.84 94
7 黃吉暐 台南大學幼教系 四 80.08 89.8
本學期就讀公私立高中、職申請獎學金者，計有周書瑜同學等5
位，學業成績排列如下：	 	

1 周書瑜 台北市立復興高中 三 90.20 卓越
2 蔡佳容 新北市立崇光高中 三 88.40 良好
3 施丞彥 台北市立建國高中 一 86.10 卓越
4 王怡仁 台北市立景美高中 二 85.90 優秀
5 周俊臣 新北市竹林高中 一 84.10 良好

本學期申請體育獎學金，最高成績同學資料如下：

 姓  名    學    校 年級 學業 體育

1 潘世軒 台灣大學電機系 四 95.60 95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110學年下學期
獎學金及體育獎金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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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務捐款

張冬梅 10,000元（大會捐款）

黃肇傑 5,000元（大會捐款）

陳澤正 5,000元（大會捐款）

王愛勤 3,000元（大會捐款）

朱春雪 3,000元（大會捐款）

莊　萍 3,000元（大會捐款）

莊明康 3,000元（大會捐款）

柴慶隆 3,000元（大會捐款）

嚴海萍 3,000元（大會捐款）

屠益輝 3,000元（大會捐款）

宋秀玲 3,000元（大會捐款）

史亞珍 2,000元（大會捐款）

彭霞紅 2,000元（大會捐款）

王定國 2,000元（大會捐款）

侯從容 2,000元（大會捐款）

鄭龍華 2,000元（大會捐款）

王素君 2,000元（大會捐款）

王飛成 2,000元（大會捐款）

陳燕波 2,000元（大會捐款）

張根華 2,000元（大會捐款）

季阮玉梅 1,000元（大會捐款）

台北市舟山同鄉會111年8、9月

捐款會費收入徵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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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阮玉梅 4,000元（會務捐款）

以上合計67,000元整

二、鄉訊廣告費

協聯印書館       213期廣告費 1,000元
大業禮品公司   213期廣告費 1,500元

以上合計2,500元整

三、會員會費收入

基本會員：

林榮貴、翁榮華、姜世鳥、張嘉琳、黃彩玲、謝陳素蓮

（繳111年會費）

章友為、章友萱、彭霞紅、史亞珍、胡　玲、周君君、

沈寒盛、魏孝怡、趙紅丹、呂紅飛、潘亞佩、龐美芳、

賀盛盛、呂燕芬、張意君、李　娜、顏　麗、洪　君、

王世菊、張惠珠、岑根成、袁信義、馮秀珠、應如興、

唐曉綴、黃寶玉、虞紅燕、夏榮土、裘亞偉、張哉清、

陳安如、張法花（繳110、111年會費）

鈕國彬（繳112年會費）

永久會員：

韓亞淑、劉雪風、李院芬、黃文亞、王阿芬、邵飛娜、

傅愛芝

贊助會員：

華誠義（繳111年會費）

余正祥、季阮玉梅、羅荷生（繳110、111年會費）

以上50員共計74,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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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收入

土地使用費

劉菊英 6,790元（7月）
萬泰不銹鋼企業有限公司  96,239元（7月）
立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95,799元　  　　

以上共計198,828元整

以上總計342,328元整

今年9月3日舉行第18屆第1次會員大會，適逢3
年1次的改選理監事，選出第18屆理事15人；監事5
人。（請參閱會員大會會議記錄。）並於9月17日第

18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中，選出陳澤正先生為理

事長，黃肇傑先生為常務監事。期待新人新氣象，共

同協力推廣會務。

本會優秀同鄉子弟110學年度下學期獎助學金的

發放，已由教育委員會於9月17日初審通過，並提報

10月份的理監事聯席會議正式核定。

本會已於10月3日寄出重陽禮金給80歲以上的年

長鄉親，多位鄉親來電感謝本會之關懷。

會 務 簡 報



．4 0．

舟山鄉訊─雙月刊

舟山鄉訊 稿約

舟山鄉訊 第214期

一、�本刊園地公開，歡迎同鄉先進及愛好藝文鄉友惠賜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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