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11 日   第 1354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主講者金甌女中音樂老師戴昌儀小姐

(台北大仁扶輪社社友 Classical)、母親楊

瓊華女士、助理楊光先生、社長夫人顏美淑

女士、秘書 Otoko 夫人林淑容女士、

P.P.George 夫 人 李 林 素 英 女 士 、

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P.P.ENT 夫

人連文惠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

士、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Toms 夫人林春

鳳女士、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Duval 夫人

王玉鳳女士、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祝福本週壽星 P.P.Wood、Roberta，生日快

樂! 

祝福 Tom 結婚 37 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敬邀社友夫人於

五月廿五日、六月一日二次例會，蒞臨

社內練習合唱。 

(2) 前社長 George 八十晉一壽宴，謹訂於五

月二十三日(星期四)下午六時三十分假

台北國賓飯店舉行。敬邀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出席。 

(3) 社友 Stainless 謹訂於五月二十六日

(星期日)上午十一時假土城海霸王餐廳

舉行新北市土城宜蘭縣同鄉會成立大

會。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4) 感謝 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準備佛

光山之佛誕餅與大家分享。 

 前社長 Sun-Rise 介紹主講者： 

姓名：戴昌儀女士 

學歷：澳洲雪梨音樂院碩士 

師大音樂研究所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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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百齡扶輪社合唱團指導老師 

良泰傳播經紀公司總經理 

曾任：國內知名花腔女高音、合唱團指揮、 

      音樂指導 

光影韶音轉動膠卷~電影與音樂 

  

 

 

 

 

 

 

 

 

 

 

金甌女中音樂老師 戴昌儀女士 

約翰．威廉斯 John Williams 

衆多的配樂大師中，這位可以說是配越界

的長老級配樂大師，他配過的音樂耳熟能詳，

大白鯊，ET，侏儸紀公園，星際大戰系列…等，

最特別的是，他與史蒂芬.史匹柏更是要好，凡

只要是史大導演的拍的電影，配樂都是他的作

品。他的作品特色是:雄壯遼闊裡帶一點溫馨和

諧的感覺，擅長使用交響樂團(並不怎麼愛使用

電子樂)。 

在電影音樂工作者中，大概很難再找到一

個如同 John Williams 般，跨越古典與流行，

電影界與音樂界的多元化作曲家，George 

Lucas 曾表示，John Williams 是任何一個導演

夢想中的工作伙伴，樂評人認為，當今電影音

樂界中，只要 John Williams 認了第二，大概

也很難有人敢認第一，試想沒有了 John 

Williams 的音樂，好萊塢的電影真的得要失色

許多了。  

黃霑 

香港大學哲學博士，著名香港填詞人、廣

告人、作家及傳媒創作人，創作接近 2000 首流

行曲，於中港台三地獲獎無數，乃當代粵語流

行歌曲重要人物之一。有「香港鬼才」、「香

港四大才子」之一的封號。著名填詞作品包括，

上海灘，楚留香，滄海一聲笑…等。 

香港鬼才音樂人黃霑除了音樂作品令人懷

念之外，他也參加不少電影的演出，只不過他

參與的電影都屬於三級的「鹹濕」片，因此生

平功過毀譽參半。但不可否認的，如電影版「笑

傲江湖」，黃霑創作的「滄海一聲笑」，此曲

以中樂的宮商角征羽 (近似Do Re Mi So La) 寫

成主旋律，配合電影裏泛舟于一片闊水輕波的

場面，加上滄海一聲笑，滔滔兩岸潮，短短十

個字，就寫盡了笑傲江湖的豪氣和俠氣。 

精彩的電影配樂有畫龍點睛之效，跨越古

典與流行，電影與音樂的大師約翰威廉斯，香

港鬼才電影、音樂人黃霑，兩人一東一西，卻

都因電影配樂而分獲奧斯卡和香港金像獎的肯

定。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戴昌儀女

士，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引領大家欣賞電

影配樂的創作力。 

 出席 Jason、代理糾察 P.P.AL，報告本週出

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 

【三重千禧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5月 24 日(星期五)17:30 

地點：三重彭園湘菜館 

【新莊南區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3日(星期一)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三峽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4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典華餐廳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 15 週年】 

時間：6月 6日(星期四)17:30 

地點：樹林海產大王餐廳 

【福利旺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6月 7日(星期五)17:30 

地點：樹林龍鳳城餐廳 

【大漢溪扶輪社授證 10 週年】 

時間：6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土城大三元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46 週年】 

時間：6月 10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 Ticc 信義會館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 

時間：6月 15 日(星期六)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行程】 

時間 內容 備註 

5/31 

(星期五) 

14:40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2 班機抵達台灣-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16:00 馥都飯店 CHECK IN 

18:00 晚餐-社長 LAND 招待「板橋擔仔麵餐廳」 

社長 Mike Yee 

國際主委 Teoh Swee Lai

6/1 

(星期六) 

08:00 自由行 

17:00 東方富域 

18:00 晚餐-社長當選人 LOBO 招待「新葡苑餐廳」 

社長當選人 Victor Tan

 

6/2 

(星期日) 

08:00 自由行 

11:30 午餐-「御堂蝦霸子」 

16:00 前往台北花園大酒店 

17:30 參加本社授證二十六週年慶典 

22:00 返回馥都飯店 

 

6/3 

(星期一) 

08:30 市區觀光 

11:00 馥都飯店 CHECK OUT 

11:30 午餐-「特香齋西餐廳」 

13:00 前往桃園機場 

15:55 搭乘全亞洲航空 D7373 班機離開台灣- 

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RI 資訊~試辦計畫：從實驗中學習 

為了因應我們職業環境、家庭結構、個人

事務所發生的改變，國際扶輪理事會辦理數項

試辦計畫，以測試新的構想、方法、扶輪社組

織架構。這些計畫的目標在使扶輪未來維持首

要人道服務組織的地位。參加這些實驗的試辦

社必須是完全照章運作發揮功能的扶輪社、但

准免遵守「模範扶輪社章程」若干規定。 

目前，理事會正在試行例會頻率試辦計畫

(自 2007年 7月 1日至 2013年 6月 30日止)，

讓參加的扶輪社可以按任何訂定的時間集

會，而非每週舉行一次例會。理事會於 2010

年 11 月，核准以下 4項新的試辦計畫，實施

期間均為 2011 年 7 月 1日至 2014 年 6 月 30

日止。 

2011-14 年度試辦計畫 

(1)準社員試辦計畫，這項試辦計畫允讓有意

成為現職社員的人，在一指定時間內，認

識及熟悉某一扶輪社、該社社員、節目、

計畫、以及扶輪社社員資格的期望。詳情

請至 RI 網站下載。 

(2)企業社員試辦計畫，這項試辦計畫允許位

於扶輪社所在區域內的企業或公司，透過

已訂定的社員核准程序成為扶輪社社員，

並且可指派最多 4人以個人身分出席扶輪

社例會、參與服務計畫、投票表決扶輪社

事務、擔任扶輪社職員及扶輪社委員會委

員等。詳情請至 RI 網站下載。 

(3)創新彈性扶輪社試辦計畫，這項試辦計畫

的焦點在讓扶輪社自行決定自己的運作，

以配合社員及社區的需求。扶輪社可獲得

授權修改「模範扶輪社章程」及「扶輪社

細則」，但不得修改國際扶輪社員會費部

份。詳情請至 RI 網站下載。 

(4)衛星扶輪社試辦計畫，這項試辦計畫將評

估允許扶輪社在一星期內舉行多次扶輪社

會議，每次會議於不同地點、不同日期、

且／或不同時間舉行所產生的影響。組織

衛星扶輪社可協助成立新扶輪社、因應人

口稀少的鄉村及偏遠區域或社區的情況、

因應大都會區域的情況讓一個扶輪社提供

數個例會時間及地點、以及因應其他情

況。詳情請至 RI 網站下載。 



本週節目 

五月十八日 

第 135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吳振斌 

主  講  者：世紀領袖文教基金會 

              創辦人 盧蘇偉先生 

講      題：賞識自己~看見自己的天才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五日 

第 1356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5月11日   第135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4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right、Gary、Frank、 

Herbert、Jerry、Jeremy、Lankes、 

Ming-Long、Picasso、Smile、Tom、 

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5月11日   第1354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68,900

AL 500 Land 2,000

Coach 1,000 Masa 1,000

George 1,000 Stainless 1,000

Kevin 4,000 Tea 2,000

小計：      $12,500 總計：   $1,081,4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149,500

AL 5,200 Kevin 10,400

Just 10,400 Stainless 7,700

小計  ：   $33,700 總計：   $1,183,200
 

前社長 李水日(P.P.George) 

八十晉一壽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四)18:30 

地點：台北國賓大飯店二樓國際廳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社友 林金結(Stainless) 

土城宜蘭縣同鄉會成立大會 

時間：5月 26 日(星期日)10:30 

地點：土城海霸王餐廳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本社訊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

社友夫人，於 5/25、6/1 中午例會時蒞臨社

內練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