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2月 15 日  第 1707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 YWCA 歌劇導聆專業講師戴昌

儀女士(台北風雲扶輪社社友 Classical) 

、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滿山春色」、

「我們都是一家人」。 

 出席劉孟賜 Bir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恭喜 P.P.Smile 金孫滿月，準備

油飯、桂圓糕分享與會社友。 

 感謝新北市議員林金結 Stainless

致贈本社全體社友花生糖，敬祝

大家新年吉祥如意!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

會，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春季旅遊-宜蘭一日遊，謹訂於三

月八日(星期日)舉行，目前報名

人數為 74 位，若臨時不克出席

者，請盡速告知以利辦理各項事

宜。 

 社長當選人 Polo 伉儷宴請全體社

友，謹訂於 3 月 22 日(星期日)下

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

行。 

*邀請卡已放置各位社友桌上，敬

請大家攜回。 

 糾察江基清 P.P.Al 進行本週歡喜紅箱

時間。 

 社友周正義 Justice 介紹主講者： 

姓名：戴昌儀女士 

學歷：北一女中、東吳音樂系、澳洲雪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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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院碩士 

現任：YWCA 歌劇導聆專業講師、多個合 

唱團指導老師、台北風雲扶輪社 

社友 

王者之聲與貝多芬 

. 

 

 

 

 

 

 

 

 
 

YWCA 歌劇導聆專業講師 戴昌儀女士 

今年是貝多芬 250 週年紀念，貝多芬是德

意志作曲家、鋼琴演奏家，他的聽力自 1814

年開始急劇下降，於是放棄了鋼琴演奏和指揮，

但卻堅持創作。一生中雖然只創作了 9 首編號

交響曲但卻都是經典，對音樂發展有著深遠影

響。 

拿下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最佳男主角

與最佳原著劇本等四項大獎的電影《王者之聲》 

(The King’s Speech)，講述本非英國國王第

一順位繼承人約克公爵，也就是後來的喬治六

世，從小口吃結巴，卻因哥哥艾德華八世不愛

江山愛美人，最後只能擔任英國國王，努力克

服口吃，甚至肩負二次大戰時以演講鼓舞英國

軍民的故事。 

就電影而言，《王者之聲》令人玩味之處，在

於其中引用諸多古典音樂，包括貝多芬《第七

號交響曲》、《第五號鋼琴協奏曲》，莫札特《費

加洛婚禮》序曲、《單簧管協奏曲》，布拉姆斯

《德意志安魂曲》----等等，怎麼選了那麼多

曲子，選的卻都是德奧作曲家？在片中特別搶

戲的兩段配樂，包括喬治六世演講時的背景，

用的更都是貝多芬。真奇怪，國王和德國宣戰，

音樂卻播放德國作曲家的作品，這真的算是忠

於英國嗎？ 

我覺得《王者之聲》之所以選用貝多芬，或是

不怕選用貝多芬，原因在於音樂中真的沒有國

界。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戴老師精彩演

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主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創立 44 週年暨 

2019-2020 年度獎學金頒獎典禮剪影 
時間：2月8日(星期六)1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3樓多功能廳 
 
 
 
 
 
 
 
 
 
 
 
 

會人員合影留念             董事長P.D.G.Tony頒發1800百萬功勞社予本社 



二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2 月 15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葉進一、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翁仁禮、羅致政、吳得利、 

林振哲、劉炳華、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4第1714次例會，適逢清明節，休會乙次。 

        04/11第1715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4/18第1716次例會，國際扶輪3490地區第三十屆地區年會假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 

舉行。 

        04/25第1718次例會，延至四月二十六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33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謹訂於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三樓圓滿廳舉行，晚會表演節目。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秘書處理，計劃邀請社友伉儷歌唱表演。 

第四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三十屆地區年謹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六)~十九日(星期日)假 

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館舉行。請討論。 

說  明：全體社友基本費600元，報名費每位2,400元。 

決  議：社內支付全體社友基本費 600 元，贊助社友伉儷每位報名費 2,400 元。已報名者若臨時不 

克出席者，則需歡喜報名費回社內紅箱。 
 

春季旅遊-宜蘭綠舞園區、藏酒酒莊一日遊 

*時間：3月8日(星期日) 

*行程：07:00四川路社館、文化路馥華飯店集合，領取早餐、水果、礦泉水 

        07:20出發 

08:30-09:10頭城老街 

09:30-13:00藏酒酒莊(酒窖巡禮導覽→手作梅燦星空酒→無菜單料理午餐) 

14:00-17:00綠舞日式主題園區(下午茶+園區導覽) 

17:30-19:00大碗公手作無菜單料理晚餐→返回板橋溫暖可愛的家 

 *備註：請自備雨具、防曬用品、個人藥物並穿著休閒服出席活動。 

 

社長當選人訓練會 

*時間：3月14日(星期六)09:00報到-3月15日(星期日)16:25結束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參加：吳得利P.E.Polo伉儷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二日 

第 170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九日 

第 1709 次例會 

適逢 228 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三月七日 

第 1710 次例會 

延至三月八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宜蘭

綠舞園區、藏酒酒莊一日遊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2 月 15 日 第 1707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983,500
Aero 2,000 Land 1,000
Al 2,000 Leo 1,000
Benson 2,000 Life 1,000
Bright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1,000 Otoko 3,000
Decor 1,000 Polo 2,000
Dental 3,000 Roberta 1,000
Eric 6,000 Sky 1,000
First 1,000 Smile 6,000
Fuku 2,000 Stock 2,000
George 1,000 Stone 1,000
Jack 1,000 Sun-Rise 1,000
James 2,000 Taylor 2,000
Jason 5,000 Tea 1,000
Jey 2,000 Tetsu 2,000
Junior 1,000 Tiger 4,000
Justice 1,000 Will 1,000
Kay 1,000  
小計：     $66,000 總計：  $1,049,500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郭道明前總監(30.03.05) 

王文霖社友(58.03.06) 

洪敏捷前社長(42.03.09) 

陳世君社友(60.03.11) 

郭俊麟社友(70.03.11)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前社長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洪敏捷前社長夫人(42.03.05) 

程文金前社長夫人(62.03.07)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許國騰社友(74.03.05)35 年 

陳嘉偉社友(71.03.07)38 年 

林忠慶社友(78.03.12)31 年 

林振哲前社長(78.03.12)3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2 月 15 日 第 170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5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an、Archi、Coach、David、Frank、

Kenny、Mars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2,360
Bright 5,200 Jack 7,700
First 10,200 Master 23,100
George 5,200 Tetsu 7,700
小計：     $59,100 總計：    $831,4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