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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錫文 社友(61.02.14)Care 

林志郎 前社⾧(31.02.15)P.P. Shi-Lo 

何溪泉 前社⾧夫人(02.10)P.P. Lucky 夫人 

蔡居祥 社友夫人(02.15)Jet 社友夫人 

♥ 李文良 社友(68.02.09)Skin 

施彩雲 女士(結婚四十㇐週年紀念日) 

♥ 張愿福 前社⾧(47.02.12)P.P. Jyi-Lih 

張柯菁 女士(結婚六十二週年紀念日) 

♥ 吳明田前社⾧ P.P.Miller 與夫人吳謝惠美女 

士於 2 月 13 日歡度結婚五十週年， 

祝福兩位永遠幸福快樂。 
 

 
 

 

 
 

 

 
 

 

 
 

 

 

 

 

 

 

 

 

 

 
 

 

会⾧ 佐々 木俊雄 

1993-1994 会⾧ 佐久間 好夫 

前会⾧夫人 佐久間 早代子 

1999-2000 会⾧ 桑原 正男  

2008-2009 会⾧ 白石 正㇐ 

2009-2010 会⾧ 片吉 慶吉  

2011-2012 会⾧ 三輪 善治  

2016-2017 会⾧ 本田 金光  

幹事 菊地 武司  

社友 横田 弥㇐郎 

社友 石川秀㇐  

社友 松本 初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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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 Michael 社⾧於 1 月 30 日例會請大家

享用龍情花生糖祝大家好事會發生。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貝多芬的王者之聲 

 
金甌女中 戴昌儀 音樂老師 

貝多芬為祖籍佛蘭德的德國作曲家，是最富於

獨創精神的作曲家，1770 年 12 月 16 日生於波昂，

1827 年 3 月 26 日逝於維也納。貝多芬自幼顯現

出音樂天份，而他擔任宮廷歌唱師又酗酒的父親常

逼迫他⾧時間地練習鍵盤樂器，希望他成為莫札特

式的神童，能好好利用他的天才賺錢，使得貝多芬

的童年在恐懼和談淚水中度過。 

他十㇐歲綴學，十三歲擔任宮廷樂隊羽管鍵琴

手，十四歲為宮廷第二管風琴師，十八歲任歌劇樂

隊的中提琴演奏員。 

貝多芬㇐生的曲風大約可分為三個時期 

．早期（1782-1803）雖仍受到古典遺風的影響，

但其中也可以看出獨特的個人風采。 

．中期（1803-1815）轉以大膽創新的筆法，呈現

出強烈而奔放的情感，直接開啟了日後浪漫樂派

時代的來臨。 

．後期（1815-1827）轉為沈潛內斂，以深刻的人

性刻畫傳達出人類最高的理性和理想追求，傑出

的成就被後世尊為「樂聖」。 

貝多芬是真正堪稱「樂聖」而無愧的㇐個人，

「聖」就是「極緻」，只能被發揚、傳承或衍生不可

能超越或取代，至今貝多芬仍是支持整個西方音樂

體系的主要巨幹。大部份近代的音樂潮流和思想從

布拉姆斯(Johannes Brahms，1833-1897)、華格

納 (Richard Wagnee ， 1813-1883) 到 荀 百 克

(Arnold Schoenberg，1874-1951)，從管弦樂法

到鋼琴流派，都可追溯和貝多芬的源流關係。 

不過光從音樂理論仍不足以說明貝多芬在後

世樂迷心目中的地位，究竟貝多芬音樂感人的要素

在哪裏？ 

中國人說：「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也就

是說，人生只是在連綿的苦難逆境中，偶而找到㇐

點點喜稅的空間。對人生的開脫，有無數宗教家、

哲學家提出他們的解答，而貝多芬的解答就是「抗

爭！」以微薄有限的體力，以終將毀滅的宿命，無

懼的向老天爺翻臉。這就是貝多芬，也就是近代西

方人本哲學的寫照。 

貝多芬的作品種類繁多，然以 32 首鋼琴奏鳴

曲、9 首交響曲，以及 16 首絃樂四重奏為其三大

主要支柱，作品中除附編號者外，其餘概以「未附

編號作品」（Werk ohne Opuszahl，簡稱 WoO.）

收錄之。 

許多的記錄都顯示貝多芬的㇐生過得很痛苦，

他不僅終生未婚，遭到喪姪之痛，更罹患了音樂家

的大敵耳聾，然而他在生前所享有的尊崇卻是許多

作曲家如巴哈、莫札特等人所不及的，他去世後，

在瓦林舉行的葬禮是全國的盛大事件，現葬於維也

納中心公墓。貝多芬被尊為「樂聖」是有其道理的，

他徹底改變了每㇐種曲式，換言之，他使音樂起了

重大的變革，他解放了音樂藝術，使之民主化，讓

音樂不再只是音樂，不再只是炫技的工具，而是出

於內心的需要而創作，這個觀念深深影響了後世的

音樂家，從而開創出百年的浪漫樂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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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者之聲：宣戰時刻 The King's Speech 
本片獲得 2011 年奧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男主角與最佳原著劇本等四項大獎，由曾獲艾
美獎最佳導演的歷史劇名導湯湯姆霍伯執導，柯林
佛斯、傑佛瑞洛許和海倫娜波漢卡特主演。 

本片講述的是現任英女王伊莉莎白二世的父
親，喬治六世國王治療口吃的故事，根據英國歷史
真實故事改編而成。 

約克公爵(柯林佛斯飾)1925 年在帝國博覽會
上致詞，卻結結巴巴淪為英國人民的笑柄，從小口
吃的他遍尋名醫，但都無濟於事。然而英國國王艾
德華八世(蓋皮爾環飾)為了美人放棄江山，約克公
爵成為喬治六世繼承王位，喬治六世透過妻子求助
於㇐位澳洲業餘演員兼語言治療師萊諾(傑佛瑞洛
許飾)來進行治療，萊諾認為口吃的人背後都有著
不可跨越的恐懼，他必須找到㇐位朋友，放鬆自己，
才可從焦慮跳出來，在萊諾幫助下，採用了罵髒話、
在地上打滾、激將法等方法訓練，喬治六世口吃情
況逐漸改善，也和萊諾成了心靈摯交。 

隨著二次大單的爆發，曾經連幾句問候語都講
不好的喬治六世，發表英國央上最觸動人心的經典
演講，正式向發動戰爭都德國宣戰，鼓舞了所有英
國軍民。 

喬治六世 1895 年出生，死於 1952 年，他於
1937 年到 1952 年間，坐上英國國王的寶座，他
曾與英國首相邱吉爾，帶領英國人走國二次世界大
戰，他自己也跟英國人民㇐樣，參與戰爭期間的配
糧困境，冒著被轟炸的危險，走過戰爭的陰霾，最
後得到勝利，贏得英國人民的敬重，他在 56 歲因
罹患肺癌而過世，他的女兒即是英國現任女王伊麗
莎白女王。 
 
 

 

 
 

 

 

 

 
 

 

 
 

 

 
 

 

 
 

 

 
 

 
 
發文日期：2020年1月14日 
發文字號：國扶辦字第201920074號 
主旨：公告2022-2023年度地區總監提名人選案。 
說明：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12章第12.030條規定辦理。 
二、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於2019年12月26日假格

萊天漾召開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資格審
查結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審查
投票通過三重三陽扶輪社前社⾧陳汪全為
2022-2023年度地區總監提名人。 

三、本地區2019年12月26日國扶辦字第 
201920066號函送地區總監提名人遴選結果，
並公告各社若有意挑戰之候選人，請於2020
年1月9日前提交相關資料至地區辦公室。至截
止日接獲㇐扶輪社提交挑戰之送件信函但經
與國際扶輪查證後，此為無效推薦，故公告前
社⾧陳汪全當選為2022-2023年度地區總監
提名人。 

地區總監：張秋海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主委：洪清暉 

109 2 16 ( )  

11 30  12 00  

3  

( 167 ) 

2 13( )  

時間：109 年 2 月 18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地點：玉山銀行板橋旗鑑店 

(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90 號)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6 名 
出席人數：32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8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Boss,Brain,Construction,Frank,Food 

Infinity,Jia-Pin,Joe,Lin,Ortho,Park,Printer,Skin 

Sticker,Tea,Tiger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戴昌儀 音樂老師 金甌女中  本社 
四、捐款報告 

 

  912,750 

Alex  4,250 

A Cheng  4,250 

A Cheng  4,250 

A Cheng  4,250 

Base  4,250 

Base  4,250 

Golf  4,250 

Golf  4,250 

Golf  4,250 

Lin  4,250 

Brain  4,250 

Brain  4,250 

Brain  4,250 

Lawyer  6,250 

Lawyer  6,250 

Lawyer  6,250 

Alan  4,250 

Book  6,250 

James  4,250 

Schooling  4,250 

  93,000 

  NT$1,005,750 

㇐般捐款 
Torque  1,000 

  NT$1,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James 2/4  1,000 

Service 2/1  1,000 

Max  1,000 

A Cheng 1/30  1,000 

  NT$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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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62 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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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61 例會 

                        109 年 02 月 0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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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船引扶輪社來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