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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8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RYE派遣學生出國行前及歸國報告】

上

週民國106年七月廿五日
第1186次例會，邀請天作
之合劇場許倍維老師、江翊睿
老師（演唱示範）作時代記憶
˙跨世代新娛樂：《台灣音樂劇
》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今天的講師許倍維老師、示
範演唱江翊睿老師、天作之合
行銷部李佳怡小姐及南光社社
長Wesley、Margaret社友、
Jessis社友、Cloud社友、Allen
社友、來賓吳元益先生及美麗
的社友夫人。
◎
◎

一 日 【第二十三卷．第 五 期】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Catia社長報告，種樹達人
賴水和先生專程打電話問我，上
週例會中背誦「陳情表」的社友
到底是何許人也？他很訝異我們
社怎麼會有這種人才，我們再一
次給Kneader掌聲鼓勵。
Catia社長報告，Bond父親
仙逝，今天我先代表南門社前
往弔唁慰問，跟大家報告及轉
達與Bond討論結果，Bond希
望由社代表贈送花籃即可，懇
辭其他社友花籃，告別式訂於8
月12日早上九點公祭，可能會
以音樂會或其他比較特別的方
式來紀念與緬懷他父親。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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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舉行慶生會及RYE出國行
前報告：詹君頎-派遣國家(德
國)、陳昱伶-派遣國家(荷蘭)；
RYE派遣學生歸國報告：16-17
年度林子皓(Kenchiku小扶輪)派遣國家(美國)
Onsen秘書報告內輪會活動
，8月十二日(六)下午2：30～4
：30，邀請李毓伶Brains夫人
演講，地點：長安建設2樓會議
室(中美街15號)，誠摯邀請全
體夫人參加！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 傳真：04-2329-4203

第1186次例會

演講人：許倍維 老師
（天作之合劇場藝術推廣專任講師）

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樂
《台灣音樂劇》

▲許倍維 老師演講：時代記憶˙跨世代新娛樂：《台灣音樂劇》

上週民國106年七月廿五日第
1186次例會，邀請天作之
合劇場許倍維老師、江翊睿 老
師（演唱示範）作時代記憶˙跨
世代新娛樂：《台灣音樂劇》專
題演講。
Faith說與許倍維老師認識
其實也是天作之合，朋友介紹我
去看天作之合音樂劇，看完之後
覺得很感動，就想這麼感動的音
樂劇是不是可以找他來演講？原
本我是負責八月底推薦講師，剛

好Kenchiku與我互換，正不知
如何是好之下，許老師剛好出現
了，真是天作之合。
許倍維老師簡介：天作之合
劇場藝術推廣專任講師董事長特
助，過去熱愛音樂、玩Band、
連續二十年買陳昇跨年演唱會的
商業行銷專才，卻巧遇天作之合
劇場，驚艷震撼於音樂劇的現場
演出魅力，大膽預測音樂劇即將
成為跨世代的時尚新娛樂，從此
與音樂劇成為「天作之合」。自

2013年加入天作之合團隊，專
長是營運及行銷策略擬定。
示範演唱／江翊睿老師簡介
：媒體評為「與百老匯線上演員
比肩」、「台灣音樂劇小天王」
。代表作有《四月望雨》、音樂
劇坊《悲慘世界選粹》、音樂時
代劇場《世紀回眸‧宋美齡》、
《四月望雨》…等。

許倍維老師介紹他的搭檔江
翊睿老師，江老師是台灣音樂劇
天王中的天王、台灣音樂劇首席
男高音、台灣音樂劇演員、他也
是醫生，畢業於台北醫學院，是
台灣首屈一指音樂劇男高音。
這個世界常常讓我們忘記怎
麼去作夢，所以我們開始做音樂
劇，我們是一群由Ｘ世代所組成
的團體，最特別的是我們的音樂
總監冉天豪先生到今年為止，已
經獨立創作十八部台灣原聲創作
的音樂劇，他也是台灣合唱界天
王中的天王，大家如果有孩子在
學校唸書的話，就會知道冉天豪
老師是台灣教課書裡的傳奇人物
，音樂課本裡很多都是冉老師作
曲、編曲的。
天作之合是台灣唯一的音樂
劇製作團隊，我們堅持原聲創作
音樂劇，獨力經營自給自足，不
拿政府補助，自己投資、自己作
戲、自己行銷、自己推廣，我們
核心主張「做不一樣的人生音樂
劇」，希望大家進劇院看音樂劇
是一件開心、輕鬆的事，這件事
情在台灣已經在發生，而且未來
我們要朝向「定目劇」的目標前
進。

▲江翊睿老師示範演唱音樂劇主題曲及插曲，豐沛的情感，綿密的歌聲絲絲入扣，令人動容

「定目劇」就是在一個城市
有一個固定的地方，可以一年
365天都演台灣原聲創作音樂劇
，而且這件事情已經在發生…施
振榮董事長的團隊已經默默的做
這件事情，可能會發生在台中，
或台北或台中、台北同時發生。
大家一定很奇怪，我們自己
做音樂劇靠什麼賺錢？錢不是萬
能，但沒錢萬萬不能，所以天作
之合的團隊，除了作音樂劇以外
，我們在台北也專注用心經營古
蹟餐廳，我們做到每個古蹟餐廳
都自給自足，而且還有獲利盈餘
來養音樂劇，因為在定目劇之前
我們必需要有現金流，因為現金
就是企業的血液，我們在台北創
造一個歡樂喜悅的城市祕境空間
，我們有二家餐廳，一是「青田
七六」，一是「野草居食屋」。
「青田七六」為台北市定三
級古蹟，台灣第一座科學名人古
蹟，另外一個「古蹟野草居食屋
」是日本節目深夜食堂指名要到
台灣拍攝的場景。
天作之合是一群向夢想致敬
的瘋子，台灣是個海島國家，海
島國家需要冒險精神，我們Ｘ世

代就象徵承先啟
後，帶著這個冒
險精神，用穩健
的腳步，帶著夢
想往前進。
我阿公是日
本時代留日台籍
菁英，當時在日
本時代女子是很
少能唸書的，可是阿嬤讀彰化女
中以第一名畢業，接著就讀台中
師範，畢業後執教鞭，從小阿嬤
就教我要勇於追求夢想，人生才
會充滿無限的想像與可能。
天作之合團隊就是這用股熱
情與力量，幫台灣做獨立原創原
聲音樂劇，這個品牌不到五年，
可是我們在台灣音樂劇圈平均年
資都超過十年，尤其是冉天豪幕
後製作團隊，曾經用望春風、雨
夜花譜出台灣音樂劇一部很重要
的作品～「四月望雨」。（邀請
江翊睿老師演唱「四月望雨」音
樂劇裡的一首～路燈你甘知影）
現場演出非常有趣，劇本、
演員、台詞、佈景都一樣，可是
進到音樂劇黑盒子看，每場都不
一樣，每分每秒都是獨一無二，
一旦走進劇場就會愛上它，劇場
就是有這一股迷人魔力。
音樂劇是所有現場演
出難度最高的，因為一般
演唱會歌星只要會演、會
唱或會唱、會跳，可是音
樂劇演員要會唱、會演、
又要跳，而且現場立體的
表演，有別於DVD的平面

。我們相信音樂劇是現代人最好
的娛樂選項、更深信華文音樂劇
有著獨特的魅力與潛力。
我細數欣賞音樂表演劇演變
，由現場的歌仔戲、布袋戲轉變
為收音機、電視機、手機…我心
目中台灣的音樂劇就是楊麗花歌
仔戲。歌仔戲很迷人，要演要唱
還要有身段、還要比，以最寬廣
定義來說，歌仔戲也是音樂劇形
式的演出。
我與江老師是F世代，我們
經歷過台灣演唱會世代很迷人的
那一段，1993年我去看了麥可
傑克遜的演唱會，那時門票一張
4500元，當時我唸高中，我同學
罵我浪費，可是25年後我們開同
學會，他說他錯了，因為現在有
錢也看不到麥可傑克遜…。
1994參加陳昇逛年演唱會之
後，才知道台灣售票演唱會的里
程碑，因為跨年演唱會全台灣縣
市政府開免費的，一開開了25年
，今年還會開，都是售票演唱會
，平均均價1500元。繼陳昇之後
，隔年1995伍佰開始在台灣做巡
迴售票演唱會，台灣人開始願意
從自己口袋掏錢出來看自己喜歡
的歌手現場演出，後續有五月天

、蘇打綠，這幾年，更發生江蕙
的封麥演唱會，締造台灣有始以
來的紀錄，台北+高雄總共有25
萬人次進場看現場演出。她是空
前，但絕對不是絕後，因為台灣
人在享受生活品質的同時，願意
花錢去看現場演出，現場演出真
的不一樣，走進劇場，享受音樂
劇你的人生會大不同。
音樂劇不是新的產業，早在
30年前李泰祥老師跟三毛女士曾
經有部作品，就是音樂劇開始，
而且全世界最賺錢的產業就是音
樂劇，獅子王音樂劇到今天剛好
滿20年，創造全世界產值72億美
金，一分鐘將近1500元美金，音
樂劇就是這麼迷人。
2017年天作之在台北及台中
我們推出了原創音樂劇「寂寞瑪
其朵」，這部作品橫掃台北整個
劇場，我們一開開十六場，希望
把定目劇的規格做出來。今年二
月我們在中山堂締造了六千人次
進場看「寂寞瑪其朵」，這齣音
樂劇從台北到台中總共讓三萬人
走進劇場。「寂寞瑪其朵」明年
一月將進駐台中國家歌劇院，而
且台中版的是最好看的，因為之
前修了好幾版，已經到了出神入
話的境界，還有即興演出，改版
後將會變得比較狂野，沒有框架
，因為指導老師就是江翊睿老師
。（邀請江翊睿老師演唱～關於
寂寞）
台灣時尚新娛樂，台灣音樂
劇真的很棒，題材無設限，語言

下週 例會

無界限，享受獨一
無二的現場Live，
真的不一樣。我們
永遠不會忘記最初
衷的夢想，將用穩
健的腳步創造現金
流，等待台灣定目
劇的劇場實現，年
底在台北寂寞瑪其
朵最終回演完後，
明年1月26-28日在台中歌劇院開
四場演完寂寞瑪其朵最終回，明
年六、七月會再推一部「天堂邊
緣」，在台中歌劇院演出。(邀
請江翊睿老師演唱：把蠟燭吹熄
、讓生命圓滿「天堂邊緣」）
天作之合～唯一音樂劇專業
團隊。堅持台灣原創。核心，暖
人心，謝謝大家！

出國行程說明會訂於下週二
例會6:00舉開，6:30慶生會，請
參加國際旅遊的社友及夫人準時
參與。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球

高爾夫球總幹事King報告高
爾夫球國外賽訂於11月23-27日
舉行，地點：泰國，請各位社友
及夫人踴躍報名。
8月份GOLF聯誼賽因配合
國際旅遊，所以提早到8月10日
與新店碧潭社聯誼賽，地點：興
農球場上午10：45開球。(10：
15集合)，用餐地點：響海鮮餐
廳，希望大家踴躍報名。

邱啟成報告出席率
Faith出席主委報告出席率，
社友人數66人，請假6人，免計出
席1人，出席人數47人，出席率
72%。

點滴

陳國輝報告國外旅遊

何志修主持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Ｓtar
、Faith、Catia社長都分享今天
聽講心得，天作之合講的精彩、
唱的享受，聽的動容，實在太棒
了！真的大開眼界。
感謝南光社社長Wesley歡
喜500元、南光社社友Jessie、
Cloud、Margaret各歡喜500元。

國際主委E-Style報告國外旅
遊，出發日期：8月17日，將於8
月12日夫人內輪會安排導聆，因
為要在競技場欣賞蝴蝶夫人歌劇
，先讓大家先瞭解一下蝴蝶夫人
的故事內容，也希望當天有空的
社友前往參加。

日期：106年8月8日

講題：『過敏的大腦』
主講人：賴仁淙 Ears社友 (光田綜合醫院耳鼻喉科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