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22 日   第 1334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致詞。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小提琴家麥韻篁先生、鶯歌社前

社長羅毅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Master夫人、Gary夫人、Stainless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ames、Duval，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十二月二十九日(星期六)第 1335 次例

會，適逢元旦假期休會乙次。 

(2)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謹

訂於一月十二日(星期六)十二時假新

北市農會舉行。為安排中午便當，敬請

能出席之社友向余 s登記。 

(3)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月十

日(星期日)舉行，行程表請社友閱覽並

即早報名，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4) 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十三日(星期六)-

四月十四日(星期日)假花蓮小巨蛋舉

行，為利總監辦事處申請加掛列車，敬

請欲參加之社友於12/25前告知參加人

數，也以利社內安排住宿、報名事宜。

(交通費由社內支付，住宿費社內則補

助一半) 

 社友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麥韻篁先生 

現任：台灣藝術大學表演藝術學院教授 

台北教育大學研究所教授 

輔仁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街頭藝人審查委員 

經歷：藝術家樂首席音樂指導 

   著作：彈琴化樂論今昔、音樂策略與行銷… 

等 

   作品：小提琴與豎琴二重奏 CD、東方之美 

CD…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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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頭藝人與名琴鑑賞及演奏 

  

 

 

 

 

 

 

 

 

 

 

小提琴家 麥韻篁先生 

【街頭藝人證照發照分類】 

音樂 

表演藝術 

美術-技藝 

【街頭藝人考證照表演項目】 

美術、美術吸管、繪畫、書法寫作 

人像剪影、玻璃藝術 

卡通捏麵人、毛線編法、定點陀螺 

創意捏陶、快樂吹陶笛、造型氣球 

樹葉吹奏、男女對唱 

吉他演奏、銅管重奏、樂器演奏 

米雕、舞蹈 

電子琴、人像素描…等 

歌唱、自彈自唱 

南管北管、國樂器 

【新北市文化局評分內容】 

每組以三分鐘為主 

2 分鐘為提醒時間 

有爭議組別，則由評審委員表決討論 

【街頭藝人評比百分比】 

演出成熟度 30﹪ 

與觀眾互動 30﹪ 

展示形式多樣化 20﹪ 

安全、適法性 20﹪ 

【街頭藝人證照發照分類】 

各縣市分別考照 

 (新北市幅地廣大改為每年二次審查考試) 

新北市與基隆可互換 

1/3 可通過，近年來嚴審發照 

新北市有 62 個演出場地(板橋車站、金色水

岸、淡水老街、三峽老街、鶯歌老街、九份、碧

潭、萬里、金山等…) 

【街頭藝人考照方式】 

準備 80 個帳棚或多個以報名多寡場地大小為

主 

共七位評審 

每ㄧ個攤位有站崗時間 

三分鐘內為有效時間 

街頭藝人表演以兩小時為單位 

【街頭藝人考照成功必備條件】 

麥克風、技術、音響、實力平均、與觀眾互動、

肢體語言、團隊默契、生動表情、打賞箱、宣傳

海報富創意、服裝造型 

【表演與節奏感的契合】 

合作對象的選擇、合作的默契 

機會來臨不可錯過 

選曲的重要性(觀眾胃口) 

掌控來賓觀眾氣氛 

選曲方向 

時間掌控 

如何與眾不同(好聽) 

跨界(古典流行化，流行古典化 

【樂器介紹】 

介紹自己樂器及源由 

樂器對等? 

廉價與否 

因場地而異加入麥克風音響 

大型樂器(傳統)簡化為數位樂器 

樂器的維修與保養=表演最佳狀態 

【結論】 

提升街頭藝人表演素質及內涵 

擴大演出範圍，爭取更多場次(不限定街頭演

出) 

提升街頭藝人演出精湛實力及知名度 

進而帶動觀光發展及參觀人潮 

 社長Lan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麥教授小社

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Life、代理糾察 P.P.Shige 報告本

週社友出席狀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頒發台灣慈幼會 

孩童獎助金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09:00 

地點：板橋國小(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2 號)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孩童 479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1 日(星期五)14:00 

地點：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圓夢計劃」第七年了，真的開始生根發芽並在各地開花結果。 

每年的歲末，我們皆會想到這些弱勢團體的孩子們，這一年來生活過得如何?也會想到要為這些 

孩子們準備聖誕禮物，讓他們在面臨許許多多挑戰與困境時，能展現韌性與勇氣來面對。雖然， 

不是件很昂貴的禮物，但確實能鼓勵這些孩子們。 

在桃園啟智學校的孩童們，先天上的缺陷讓他們必需比常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完成一件事。 

在會場上，熱情奔放的舞獅表演以及活力十足的啦啦隊舞蹈表演，皆是必需經過不停的訓練才 

得以完成，師長與孩童的努力與成長令人動容。我們許諾，只要呂淑美校長告訴我們，孩童們 

有乖乖聽老師、父母的話，我們就願意再來送聖誕禮物。現在，我們看到了孩童的成長，也感受 

到孩童歡欣的表情與笑容。 

大文豪泰戈爾說過「人世間最遠的距離，不是生與死;而是我在你面前，你卻不知道我愛你。」 

若你沒有用「行動」或「言語」來表達，那又如何縮短你、我彼此間的距離，並向他人表示： 

「我在你面前，我想關心你」，讓我們用圓夢行動，獻出愛的擁抱吧。 

 

 
 
 
 
 
 
 
 
 
 
 
      熱情奔放的舞獅表演 
 
 
 
 
 
 
 
 
 
 
 
 
 
 
                                                             歡樂耶誕 
 



本週節目 

一月五日 

第 133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周正義 

 主  講  者：廣播節目主持人 高志斌先生 

 講      題：上床夫妻、下床君子-談兩性 

關係 

 

下週節目 

一月十二日 

第 1337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 註冊聯誼五樓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三樓 

13:30 專題演講 

14:40 鳴鐘閉會 

 主講：奇哥公司董事長 陶傳正先生 

 講題：快快樂樂過一生  

 備註：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出席例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宏陸社友(01.10) 

許國騰社友夫人(01.08) 

郭祐福前社長夫人(01.0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晉福社友(01.11)26 年 

劉孟賜社友(01.11)1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12月22日   第133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L、Archi、Decor、Dental、Frank、 
Investor、Jason、Jerry、Jeremy、Just、 
Lankes、Noni、Stainles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12月22日   第133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683,100
Aero 2,000 Otoko 1,000
Cathay 1,000 Polo 1,000
Duval 2,000 Roberta 1,000
Eric 2,000 Smile 1,000
Gary 2,000 Stock 3,000
James 4,400 Tea 2,000
Junior 1,000 Tom 1,000
Land 5,000 Trading 2,000
Lobo 2,000 Wood 1,000
Masa 1,000  
小計：      $35,400 總計：    $718,5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5,000

Picass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30,200
 

捐贈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病床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3:00 

地點：創世基金會板橋分院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01 月 13 日(星期日)14:00 

地點：六扶輪社會議室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羅國龍、劉炳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