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15 日   第 1398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流行音樂講師石春山先生、夫人廖

秀蘭女士、郭徐桃子女士、賴光昭女士、郭鄭

明良女士、連文惠女士、陳麗慧女士、徐文美

女士、顏美淑女士、林淑容女士、江琇珍女士、

陳玉香女士、黃芳珠女士、邱碧霞女士、社友

千金張以柔小姐、張以新小姐、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邱崇樺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

姐蒞臨本社。 

敬祝 Sunny 夫人、Dental 夫人、Justice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 Lobo、Polo、P.P.Just、Jeremy，結婚

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Duval 報告： 

(1) 感謝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準備咖啡、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準備點心分享大

家。 

(2) 下週六例會三月二十二日(星期六)例

會，延至三月二十三日(星期日)舉行春季

旅遊-北埔一日遊。 

(3) 生命線協會，謹訂於三月二十二日(星期

六)下午七時假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會

議廳，邀請本社全體社友寶眷觀賞「優人

神鼓」演出。 

(4) 第三次內輪會，謹訂於三月二十五日(星

期二)上午十一時三十分假寒舍艾美酒店

探索廚房舉行。 

(5) 社友黃文平(Alumi)尊翁黃天素老先生，

慟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九日(星期日)

上午八時八分壽終正寢，享年 77 歲。 

(6) 社友許國騰(Life)尊翁許清日老先生，慟

於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

下午三時五十八分壽終正寢，享年 87 歲。 

靈堂：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 1巷 1之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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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Lobo 頒發三月份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博士

班獎學金三萬元予邱崇樺先生。 

 Ja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石春山先生 

現職：南投縣社區大學流行音樂講師 

曾任：中視大樂隊、行政院新聞局節目策劃、 

      亞太影展指揮。 

音樂與人生 

  

 

 

 

 

 

 

 

 

流行音樂講師 石春山先生 

音樂是世界唯一的共同語言 

世界有許多不同民族，即使語言不通，但是只

要五線譜一拿出來，演奏全都一樣，不會有差

別。 

五線譜的由來是在十世紀時，法國有位修道士 

叫 Odo 發明了一線譜，後來有人把線譜加到明 

多十一線譜，一直到十六世紀，巴黎有一位阿 

泰郎印製了五線譜，從此都使用五線譜，演變 

到現在的通用樂譜。 

你是否會問中國的五聲音階又是如何呢? 

中國古代自創了的五聲音階：宮、商、角、徵、 

羽這五音在殷朝以前就有人使用了，他們代表 

了中國的南鐘、太簇、姑洗、林鐘、南呂等這 

五個音，這種 1、2、3、5、6早期在蘇格蘭、 

(美)印地安那…等有些地方也有使用，但現在 

只是一種文化的流傳，中國音樂、國樂團也沒 

在用了。 

音樂的類別，下列可分為演奏和演唱 

歌劇、經典、流行、爵士、民歌、演歌、香頌。 

音樂對社會的影響 

學校要有正規教育，所以設立音樂科系，科系

類別也有很多。 

民間社會則有流行音樂、樂團演奏、歌唱休閒

等活動。 

自古以來，有笙笛的演奏和情歌的傳達。 

運動對身體健康有益，唱歌則對心靈具有療效

的作用。 

日本橫濱市福田醫院院長福田拌男有一份研

究，提供給各位參考。 

音樂對社會重要性的探討 

拍電影要有主題曲、配樂，電影才出色;如果一

部電影沒有音樂就像回到了以前的默片時

代，叫無聲有影戲。 

宗教，世界五大教都有自己的音樂。 

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歌，國家慶典中，儀隊

表演也要有軍樂隊伴奏。 

學校有校歌、樂隊、鼓笛隊、合唱團。 

交響樂團要定期演出。 

國與國的文化交流也運用音樂來表現。 

作曲家要作品發表。 

歌星要開演唱會。 

公司聚餐、尾牙，要有歌星秀，氣氛更熱鬧。 

公共場所、咖啡廳放些音樂，氣氛更柔和。 

親朋好友相見歡，KTV 快樂走一回。 

喜慶宴會中，祝福、熱鬧、恭禧、新娘新郎進

場，一定要有音樂。 

歡送、畢業、退休、舞會、甚至人生最後一程 

也要音樂。 

地域、時間不同，代表性的音樂也不同 

早期國語歌的回憶。 

早期台語的懷念。 

日本代表櫻花的韻律。 

韓國的阿里郎山坡。 

結論 

劉家昌、楊三郎、吳景中…這些作曲家都不是 

音樂系出身。 

幾佰年前的許多偉大作曲家們，當時更沒有所 

謂音樂系? 

貝多芬、巴哈、莫札特…他們的作品，都成為 

現在的經典金曲。 

其實每個人先天都具有心靈的旋律，即使謂的 

靈感。 

靈感在於你是否去啟發它，或像潛能一樣把它 

給激發出來。 

但是不論你用何種方式接觸音樂，期待美妙的 

音樂能帶給你，快樂健康的人生。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石春山先生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年度 AKS. 

  巨額捐獻人.保羅哈里斯之友 

晚會 
日期：4月 18 日(星期五) 

18:00 註冊、聯誼；18:30 晚會開始 

地點：台北典華（台北市植福路 8號） 

參加：羅國龍、葉進一、吳晉福、李水日、 

郭昭揚、王世原、陳萬祥、賴建男、 

郭道明、廖秀蘭。 

 

3490 地區第 24 屆地區年會 

日期：4月 19 日(星期六)11:00 報到 

4 月 20 日(星期日)08:30 報到 

地點：內湖典華旗艦店(台北市植福路 8號) 

參加： 

姓名 Nick Name 備註 

黃文平 Alumi  

葉進一 V.P.First 服務計畫組 

李水日 P.P.George  

劉炳宏 S.Hero 提案討論會 

黃伯堯 P.P.Jack  

郭昭揚 P.P.James 扶輪基金組 

謝堂誠 I.P.P.Land  

羅國龍 P.Lobo 提案討論會 

黃明志 P.P.Long  

邱明政 P.P.Masa  

賴建男 P.E.Otoko 行政管理組 

陳萬祥 Roberta  

李榮鏗 P.P.Smile  

劉炳華 P.P.Stock 社員服務組 

吳振斌 P.P.Tea  

蕭慶安 Tiger  

林順正 Tom  

郭道明 P.D.G.Trading 公共形象組 

黃文龍 P.P.Wood 
地區領導人培養

研討會 

郭林美惠 
P.D.G.Trading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廖秀蘭 P.Lob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董秀琴 S.Her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林淑容 P.E.Otoko 夫人 寶尊眷活動 

備註：請上述人員穿著正式服裝出席。 

友社授證 

【新莊扶輪社授證 37 週年】 

時間：4月 12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新莊瀚品酒店 

【三重東區扶輪社授證 33 週年】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間：4月 27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悼 

社友許國騰(Life)尊翁許清日老先生，慟於 

中華民國一○三年三月十四日(星期五)下午

三時五十八分壽終正寢，享年 87 歲，惡耗傳

來全體社友同感悲憫，特此致哀。 

靈堂：新北市三峽區民生街 1巷 1之 34。 

             板橋東區扶輪社  

社長  羅 國 龍 敬輓 

暨 全 體 社 友  

公祭時間：4月 6日(星期日)11:30 

公祭地點：三峽昇華園明哲廳 

(三峽區介壽路三段 260 巷 1 號) 

 

光耀台灣扶輪慶祝大會 

時間：6月 15 日(星期日)上午 9:00 報到 

地點：大台中國際會展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高鐵五路 161 號) 

參加：羅國龍、劉炳宏、賴建男、章明仁、 

郭道明、郭林美惠、黃伯堯、陳萬祥、 

劉炳華、黃文龍、吳振斌、蕭慶安。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九日 

第 1400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四月五日 

第 1401 次例會 

 適逢清明節連續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 

休會乙次。 

  

下下週節目 

四月十二日 

第 140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薛松茂 

 主  講  者：專業畫家 陳秋玉小姐 

 講      題：藝術與集象主義 

    

敬祝 生日快樂! 

李錫泉社友(45.04.01) 

王信興社友(38.04.01) 

賴建男社長當選人(58.04.05) 

羅國龍社長夫人(45.04.01) 

劉炳宏秘書夫人(51.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明志前社長(53.03.31)50 年 

 李錫泉社友(83.04.10)2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3月15日   第1398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8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George、Herbert、 

Jeremy、Ming-Long、Sky、Tiger、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3月15日   第1398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66,850

AL 1,000 Land 1,000

Coach 1,000 Lawyer 1,000

Dental 2,000 Lobo 5,000

Duval 1,000 Long 3,000

First 2,000 Otoko 3,000

Fuku 1,000 Picasso 1,000

James 1,000 Polo 2,000

Jason 2,000 Roberta 1,000

Just 3,000 Sunny 3,000

Justice 2,000 Tony 2,000

小計：     $38,000 總計：   $1,104,8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33,200

Picasso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938,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