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友社授證慶典 

【板橋群英扶輪社 1週年】 

時間：3月 10 日(星期六)14: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六樓 603 大禮堂 

【蘆洲扶輪社 25 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揚昇高爾夫球場 

【新莊扶輪社 35 週年】 

時間：3月 2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頭前扶輪社 3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五)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三重北區扶輪社 21 週年】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會館 

【土城山櫻扶輪社 8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城 

 

 第五次社秘會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4: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謝堂誠、賴建男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 

【時  間】：3月 30 日(星期五) 

【地  點】：礁溪高爾夫球場 

【報名費】：每人＄500 元。 

【擊球費】：每人$1,995 元。(含球車、桿弟費) 

  

 社長當選人研習會 

時間：3月 31 日(星期六)~4 月 1 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美崙飯店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謝堂誠、顏美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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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2 月 18 日   第 1290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金甌女中音樂老師戴昌儀小姐、

助理楊光先生、珍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許興國先生第三次蒞臨本社。 

祝 福 壽 星 P.P.Just 、 P.D.G.Trading 、

P.P.ENT 、 Lawyer 夫 人 、 Abula 夫 人 、

P.P.George 夫人、Jeremy 夫人、Otoko 夫人、

P.P.ENT 夫人、Jerry 夫人、P.P.Cathay 夫人，

生日快樂! 

祝福 Life、Junior 結婚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Otoko： 

(1) 春季旅遊-後慈湖一日遊，謹訂於 3月 4

日(星期日)舉行。 

(2) 最近地區、友社授證眾多，敬請全體社

友踴躍報名參與。 

 社友 Lawyer 介紹主講者： 

姓名：戴昌儀小姐 

學歷：澳洲雪梨音樂院碩士 

師大音樂研究所碩士 

現任：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扶輪百齡合唱團指導老師 

良泰傳播經紀公司總經理 

台北大仁扶輪社社友 

從歌劇的壯麗到音樂劇的甜美-淺

談威爾第歌劇經典作品「阿依達」 

 

 

 

 

 

 

 

 

 

 

 

 

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戴昌儀小姐 

社會上一般人都比較喜歡平易好唱的流行

歌曲，或是輕柔優美的流行音樂，對於古典音樂

則有點兒聞之卻步，至於歌劇呢，更是覺得音量

嚇人，艱深難懂。其實歌劇是非常偉大的綜合藝

術，但是如果沒有人導聆，介紹你從那些精彩的

片段聽起，而直接買一張歌劇全曲來聽，那恐怕

讓您印象大壞，以後更討厭歌劇了。相對而言，

音樂劇就容易多了，如Richard Rogers的「真善

美」，像Andrew Lloyd Webber的「歌劇魅影」，

即使第一次聽，就覺得美得讓人從心底讚嘆。 

歌劇是什麼? 

是一種把音樂和戲劇結合的表演藝術作品，其中

包含有演員高難度的演唱及富含感情的演出、指

揮的統御與管絃樂團的伴奏，還有舞台布景與服

裝設計的相關配合，有的時候也會加入舞蹈與詩

歌，但以音樂為最主要，基本的元素。 

歌劇有分幾種？？它們有什麼差別？？ 

1.Grand Opera(大歌劇，英文)-這是流行於十 

八、十九世紀法國的歌劇劇種，場面豪華、風 

格壯麗，大多含有芭蕾舞場景，麥耶白爾可說 

是最知名的法國大歌劇作曲家。 

2.Melodramma(音樂戲劇，義大利文)-這是泛指 

十九世紀的歌劇，共同特徵是包含有英雄人 

物、惡徒角色，以充滿感官效果的戲劇手法和 

場景效果來表現，經常出現在羅西尼、董尼采 

第、威爾第的歌劇作品。 

阿依達是上演次數最多的一部歌劇，同時這也 

是威爾第規模最龐大的歌劇。融合了梅耶拜爾 

華麗的舞臺效果及華格納式的樂劇精髓，充滿 

了異國風情和優美的旋律，可說是史上最著名 

的歌劇。其中著名的詠嘆調、二重唱、進行曲 

及舞曲，都是音樂會上最熱門的曲目。 

3.Music Drama(樂劇，英文)-華格納以此來稱呼 

自己的歌劇作品，代表他所謂的總體藝術之表 

現，揚棄了過去義大利編碼歌劇的形式，以主 

導動機與掌控全局的管絃樂來鋪陳劇情，因此 

音樂與戲劇之間的連結更為密切。華格納《尼 

貝龍根的指環》就是樂劇的最佳代表。 

4.Opera Buffa(喜歌劇，義大利文)-簡單來說， 

這就是喜劇情節的歌劇類型。 

5.Opera Comique(喜歌劇，法文)-這是以對白搭 

配音樂的歌劇形式，原本是專為法國喜歌劇院 

所寫的歌劇，故事內容則不一定要有喜劇成 

份，例如比才的《卡門》、馬斯奈的《瑪儂》， 

當初都被歸類於此。 

6.Opera Seria(莊歌劇，法文)-這是流行於十 

七、十八世紀的一種歌劇，故事內容多半關於 

英雄與偉人、神話與傳說，恰好和喜歌劇互相 

對比，並多由閹人歌手來演出，例如韓德爾的 



《林納多》、莫札特的《伊多曼尼歐》就是其 

代表作。 

7.Operetta(輕歌劇、義大利文)-輕歌劇的風格 

比喜歌劇更輕鬆愉快，盛行於義大利以外的地 

區，特別是流行於十九世紀的維也納，小約 

翰‧史特勞斯的《蝙蝠》，雷哈爾的《風流寡 

婦》為代表。 

8.Singspiel(歌唱劇，德文)-這是一種對白與音 

樂交叉進行的德國歌劇，原屬於德奧民間流傳 

的通俗娛樂，以德語演唱，並不採用宮廷歌劇 

所流行的義大利文，莫札特的《魔笛》為代表。 

9.Chamber Opera(室內歌劇，英文)-一種編制較 

小的歌劇，以小型樂團和少數歌手來演出。莫 

札特的《牧羊人之王》，理查‧史特勞斯的《綺 

想曲》為代表。 

10.Ballad Opera(民謠歌劇，英文)-這是流行於 

十八世紀英國的歌劇類型，以流行民謠為主， 

夾雜著口語對白。最著名的民謠歌劇首推約 

翰‧蓋伊的《乞丐歌劇》。 

11.Zarzuela(扎楚拉)-一種屬於西班牙民間的 

傳統歌劇，名稱來自馬德里附近的札楚拉宮， 

一般來說，這是揉合了口語對白與音樂的通俗 

歌劇，通常為喜歌劇形式。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頒發車馬費、小社旗

予戴老師，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Life、代理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春季旅遊-大溪後慈湖一日遊 

 時間：03 月 04 日(星期日) 

大溪「後慈湖」是大家引頸期盼許久的景點，由於園區早年為軍事管制區，直至 2008 年

才開放民眾參觀，但仍限制人數，需上網申請，這次有賴社友 Aero 商請桃園觀光局大力協助，

此行才終於得以一探秘境。我們首先至慈湖遊客中心報到後，採團進團出方式，在搭車至百吉

林蔭步道，健行並越過聳立｢秘境之南｣石刻的管制門後，方正式進入這世外桃源，隨行的導覽

員熱情的介紹園區花草林木，沿途步道旁更種植著李花、梅花，一路上東看看枯木，西望望蝴

蝶，暢快自然。跟著步道上上下下，轉上幾轉，後慈湖便映入眼簾，有別於大器的前慈湖，彎

月形湖區小巧玲瓏，深藏於前慈湖後背，讓遊人不易揭開其面紗，其中最知名的風景莫過於｢

眼線圖｣，由湖面倒映出山色，兩者結合成一個大眼睛，迷濛卻也慵懶，加上輕風拂面而來，

悠閒愜意，樂以忘憂。沿湖濱折返開始後慈湖的人文部分，共有五間當年的辦公室，現都改為

文史及特展陳列，各具特色，還販售俄羅斯軟糖、咖啡與紀念商品，結合大溪觀光與民國史料，

解密當年的點點滴滴。最後通過戰備隧道，再打開鐵門，便回到前慈湖。 

中午至「山景綠灣人文景觀餐廳」享用午餐後，隨即前往「金蘭醬油博物館」。我們參與

了「金蘭醬油博物館醬油膏 DIY」課程，醬油主要是以黃豆、大麥，再加上精鹽釀造製成。醬

油膏是將醬油加了不同比例的澱粉製成，所以會比較濃稠。將醬油和水以 2：1 的比例，先在

爐火上加熱 10 分鐘，之後加入溶解好的澱粉，再不斷攪拌，於爐火上繼續加熱 10 分鐘。醬

油膏完成後，以漏斗裝入瓶子裡。終於，完成這一瓶未加防腐劑的醬油膏，它需要冷藏，而保

存期限是兩個星期。 

導覽員也教我們辨別化學醬油的方法，方法就是搖一搖醬油，若瓶底出現的泡沫容易散去且不

細密，就是化學醬油；若用聞的，化學醬油因為只花 2到 10 天就做好，且用鹽酸分解，味道

比較刺激，而天然釀造的則會散發香氣。此外，只要釀造時間超過 4到 6個月以上，依規定就

能標示「純釀造」字樣，這樣的醬油，絕非化學品，消費者就更能安心購買。我們也品嚐到，

全台獨一無二的醬油冰淇淋，看起來有焦糖色澤的醬油冰淇淋，裡面放的是薄鹽醬油，甜中略

帶鹹味，還能聞到濃郁的牛奶糖味道，清爽怡人，非常好吃。 

緊接著前往「青林農場」參與「麥桿菊 DIY」課程。麥桿菊，別名蠟菊，原產於澳洲乾燥

地帶，苞片堅硬如蠟，具光澤，觸感似紙質乾燥花，可放置室內 2~3 年不壞，不細看還以為是

假花。聽完農場解說人員介紹麥桿菊後，領取塑膠帶，大家下田當一回採花大盜，並將採收的

麥桿菊加工種植在小盆栽裡，溫度熱時含苞的麥桿菊會綻放動人的身姿，遇溼度則會含羞閉

合，這開開合合的現象，真是奇妙! 

晚間在「大溪保健植物園」享用藥膳餐，結束此次旅程。感謝社長 P.P.Wood 致贈參與社

友豆腐乳禮盒，副社長 P.P.Smile 也貼心準備棗子分享大家。 



 

春季旅遊-大溪後慈湖一日遊剪影 

 時間：03 月 04 日(星期日) 

 

 
 

 

 

 

 

 

 

 

大溪後慈湖健走 

 

 

 

 

 

 

 

 

 

金蘭醬油博物館-醬油膏 DIY 課程 

 

 

 

 

 

 

 

 

 

青林農場-麥桿菊 DIY 課程 

 

 

 



來函照登-國際扶輪 3490 地區國際扶輪友誼交換(RFE)計畫 

一、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與美國 D5960 地區進行扶輪友誼交換，藉由兩地區的社友及寶（尊）眷 

互相拜訪，體驗兩國文化並促進國際友誼交流。 

二、相關內容說明如下： 

1.參訪名額：10 名–限扶輪社友或寶（尊）眷(略通英文者) 

2.參訪日期：暫定 101 年 9 月中旬 

3.費  用：自行負擔。 

4.報名時請檢附： 

①申請表一份。②預繳部份旅費新台幣參萬元整，報名之後恕不退費。③彩色半身相片。 

三、受理截止日：101 年 03 月 15 日前經由各社辦理報名。 

 

來函照登-徵求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二屆地區年會職業交流展覽會攤位 

一、本地區第二十二屆地區年會特別設立職業交流展覽會場，作為社友職業認識、交流與分享， 

和商機擴展平台之用途，並於現場規劃 23 個職業交流展覽攤位，歡迎社友踴躍報名參與， 

攤位有限，額滿為止。相關參展規定如下： 

二、1.日期/時間：101 年 4 月 21 日(六)10:00~18:00~4 月 22 日(日)9:00~14:00 

     2.地點：宜蘭運動公園 

      3.總攤位數：23 攤 

      4.費用：每一攤位費用 NT$5,000 

三、有意參展之社友（公司），請於 101 年 3 月 30 日(星期五)前儘速填妥附件參展申請書。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 

程序表： 

4 月 20 日(星期五)蘭城晶英酒店(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18:00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保羅哈里斯之友晚宴 

4 月 21 日(星期六)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9:40 開始用餐 

11:00 社友進場、貴賓進場 

12:00 鳴鐘開會 

15:33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地區領導人培訓研習會 

【提案討論】 

黃文龍、吳振斌 

【分組討論】 

社員服務組：劉炳宏、服務計畫組：李榮鏗、扶輪基金組：林同義 

公共關係組：張富逸、行政管理組：謝堂誠 

17:12 頒獎表揚(一) 

19:30 扶輪之夜 

4 月 22 日(星期日)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8:50 社友進場 

10:05 頒獎表揚(二) 

12:20 惜別午餐會 



本週節目 

三月十日 

第 129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羅國龍 

主  講  者：台電公司台北南區營業處 

電務副處長 楊崇和先生 

講      題：漫談用電節約與安全 

 

下週節目 

三月十七日 

第 129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邱明政 

主  講  者：錢 Money 雜誌 

              專業講師 李明惠小姐 

講      題：節稅理財規劃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明志前社長(02.12) 

邱仁賢社友夫人(03.1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忠慶社友(03.12)23 年 

 

本社訊為編排本社第 25 屆授證特刊 

欲更新大頭照、全家福照片者，敬請於下 

次例會時攜帶繳交予余 s以利編印。 

 

第 26 屆第二次籌備會議 

時間：3月 17 日(星期六)14: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第 26 屆理事當選人請留步參與會議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2 月 18 日  第 129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9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ank、Coach、Decor、Duval、 
Frank、Herbert、Investor、Jerry、 
Jeremy、Just、Main-Long、Picasso、Stoc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2月18日     第129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830,200
AL 1,000 Masa 1,000
Bright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4,000 Otoko 3,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NT 4,000 Shige 1,000
George 8,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ainless 2,000
Junior 3,000 Stock 2,000
Land 1,000 Sun-Rise 1,000
Lawyer 2,000 Trading 3,000
Life 2,000 Wood 6,000
Lobo 1,000  
小計：       $51,000 總計：      $881,2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9,700
Bright 5,200 Polo 5,200
First 5,200 Master 5,200
Kevin 5,200 Sunny 7,700
King 5,200  
小計：      $38,900 總計：      $818,600
 

 社長當選人 Land 伉儷有請  

時間：3月 1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永饌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 1 段 46 號 9 樓)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蒞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