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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十月三十第
1252次例會，邀請新生代

小提琴家 王馨平小姐做「90後
的青春美夢」專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新生代小提琴家王馨平小姐
及台中市交響樂團團長張淑儀小
姐（王馨平小姐的媽媽）。

Packing 社長報告，感謝國
際主委 Ears 帶團到澳洲一遊，
完成我們「中年的青春冒險」之
旅，吃好住好，還宴請大家吃飯
，社長代表社友感謝 Ears 伉儷
的款待及精心安排的行程。

Packing 社 長 報 告，11 月
28 日 2018 國際扶輪日 3461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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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2018 國際扶輪日 3461 地
區反毒馬拉松音樂路跑嘉年華
」活動，Archi 伉儷、Catia 賢
伉 儷、Gary 賢 伉 儷、Denture
賢 伉 儷、Chemical 賢 伉 儷、
Peter 賢伉儷、Kenchiku 賢伉
儷、Ben 賢 伉 儷、Faith 全 家
福 及 Kneader 夫 人、Home、
Concord，謝謝社友及夫人共襄
盛舉。

Packing 社 長 報 告，11 月
13 日是慶祝南門授證 24 週年的
大日子，希望大家當日能盛裝接
待，男士是西裝 & 領結。

Packing 社長報告，Lawyer 
PP 家父駕鶴西歸，10 月 31 日 (
三 ) 下午 3 點先行前往 Lawyer
父親靈堂致意，社友如時間可行
，歡迎共同搭車前往致意，或請
自行至名間皇穹陵。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 11 月 6 日舉行十一月慶生會
及結婚週年紀念，請社友及夫人
踴躍參加。

Poster 秘書報告，11 月 13

成為勵志領導者

【 11 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

日舉行南門社 24 週年授證慶典
，今年節目非常精采，請各位社
友務必全力支持。

Poster 秘書報告內輪會通
知：11 月 17 日 ( 六 ) 下 午 2
：30-4：30，特別邀請胡嘉芸 
E-Style 夫人分享，地點：長安
建設 - 中美街 15 號 2 樓。



上週民國107年十月三十第
1252次例會，邀請新生代

小提琴家 王馨平小姐做「90後
的青春美夢」專題演講。

Biotek介紹今天講師，今天
邀請我們2012-13年外派到法國
的交換學生王馨平小姐，馨平目
前是新生代小提琴家，過去幾年
無論在音樂琴藝的學習，以及參
加演出表現都非常優異，大家有
目共睹。目前她也嘗試跨界往演
藝事業發展，我們期待她未來更
加發光發亮。

新生代小提琴家王馨平小姐
與我們分享90年後的年輕人在想
什麼？王小姐說，以前都會想"
你能為公司做什麼"，現在90後
的人會想著"公司能為你做什麼"
？以前的東西壞了會想要修，但
90後的人東西壞了就丟；以前的
人愛如潮水，但90後的人帥到分
手；以前的通訊很遠，時間很慢  
，90後的人網路世代時間快速；
以前出國唸書機會難得，90後的
人能去讀還有選擇權？

90年後年輕人到底想要做什
麼？我最近拍了一部萬聖節的廣

告，也參加編曲，留在臺灣想先
接觸演藝工作。我在法國每一年
都會參加音樂節，國外大學教授
跟台灣教授講法不太一樣，那時
我考上西北大學碩士，台灣教授
說趕快去唸，可以拿到很好的學
歷，但是我到了國外，教授反而
跟說，現在古典音樂不是主流，
如果現在妳有什麼想要做的事，
趁妳現在還年輕，先去試試看，
所以我就決定先留在台灣。

今年初我到大陸跟林依晨一
起拍戲，其實不同的人生階段，
可以獲得不同的事情，也不要害
怕去嘗試，所以90年後年輕人想
要做什麼，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
多顧忌，我們會想要試，但是有
時要等機會，台灣現在的機會的
確有比以前更少一點，環境如果
沒有那麼允許，大家還是得尋找
海外市場。

現在講到網紅經濟的世代，
現在的媒體不能只靠電視，我在
台北試鏡，有時試廣告、試戲時
，就會碰到很大一個問題，現在
台灣的電視沒有什麼經費，像我
們到大陸拍一部戲的經費是二億
元台幣，但台灣的一部戲經費可
能是二仟萬元，差距非常懸殊，
所以台灣電視台變成不拍戲了，
大家變成自媒體自己拍、自己弄
、自己上傳到網路上，所以媒體
方式改變，就有網紅的產生。

各位叔叔一定想說，現在年
輕人都做網路，那網紅靠什麼生
存呢？其實有很多方式，主要是
靠廣告，當網路還有一個好處，
可以免費試吃、免費的遊玩、免
費的試妝，自媒體變現方式可分
以下五種：
1.邀稿+活動推廣

第1252次例會 主講者：王馨平 小姐
（新生代小提琴家）

9 0 後 的 青 春 美 夢

▲王馨平小姐演講：90 後的青春美夢

▲社友提問



點滴

2.廣告版位
3.軟性文章
4.通過自媒體宣傳自家產品或進
行產品售賣

5.透過內容、服務等進行粉絲群
行銷，搭建平台直接銷售

接下來談到音樂的轉變，為
什麼90後愛聽周杰倫？因為周杰
倫的歌不再是以前以旋律取勝，
較重節奏，周杰倫又偏美國式的
RNB，黑人的音樂，這種音樂
在美國已經流行很久的時間，利
用RNB元素，用在台灣音樂就
變成超前的作法，又有很多資源
去取得，所以做的非常成功。

所以現在變成電子音樂越來
越流行；現在不流行橫向重旋律
的軸，現在流行重節奏縱向的軸
，又加上自媒體網路的迅速發展
，所以我們不想要花時間去慢慢
感受一個旋律的過程。

我問過身邊的朋友，一年聽
過幾次古典音樂？答案是：０，
他們都說不愛聽古典音樂，怕會
睡著...，為什麼古典音樂不主流
？因為想睡，覺得要花20分鐘去

聽一首歌，好累...而且沒有歌詞
，台灣教育裡面，沒有古典音樂
這一環的養成，造就了我當時面
臨到底要不要到美國唸書的兩難
，怕去唸了以後，學成歸國沒有
舞台，那是非常難過的事情。

現在的音樂，大家喜歡一次
接收到多元的東西，所以我個人
喜歡做一些結合的東西，在此分
享與我薩克斯風合奏流行的影片
。另外，11月17日台灣交響樂
團在台中圓滿戶外劇場有一場演
出，歡迎南門社的叔叔能到場支
持。

賴仁淙報告澳洲之行
國際主委EARS報告，10

月9~20日在社長Packing及秘書
Poster的帶領下，在沒有很艱辛
的情況下，完成了國際旅遊的任
務，完成了「中年的青春冒險」
，我們在南半球的春天渡過了台
灣的秋天，感謝各位PP的支持
，尤其是Kingnet的搏命演出，
謝謝大家。

陳志修預告秋遊報告
聈誼主委Sugar報告，12月

將舉辦南門秋遊，目前已經在統
計人數，希望還沒完成報名的社
友能盡速報名，明年的春遊，將

安排另外一種方式，也希望大家
能捧場踴躍參加。

出席率報告
Kingnet報告上週出席率為

64%，摸彩二名出席獎，恭喜
Bond、Poster抽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察時

間，Poster秘書感謝今天賞心悅
目表演，也謝謝國際主委規劃的
澳洲行程；Ears謝謝1.參加澳洲
團的團員、2.過敏的大腦一書已
有出版韓文版、3.恭喜Copper又
當了彰化球場的球王，雖然當了
很多次了，但過了五十歲還能當
球王，非常沒有良心，4.謝謝有
青春、又有美貌與才華的馨平，
演奏令人感動。Biotek：去澳洲
很開心，謝謝馨平回社演講又演
奏。Bond邀請大家11月17日7點
圓滿劇場有音樂會，除了馨平有
演出，還有Polylon媳婦及台中
市企業家表演的表演，歡迎社友
踴躍前往聆賞。Rith及Copper分
享高爾夫球獲得佳績的喜悅。

▲社友提問 ▲社友提問

▲王馨平小姐現場小提琴演奏



下週 例會 　107年11月13日(二) 【 台中南門第 24 屆授證慶典 】

107年10月9日~20日舉辦台中南門社國際旅遊「中年的青春冒險～澳洲12日之旅」，墨爾本的宜
居城市、大洋路的美景、與袋鼠一起打高爾夫球、艾爾斯岩神的恩賜、雪梨歌劇院、順利完成雪
梨大橋的任務....在國際主委Ears精心安排下，讓社友及夫人有一趟精采及難忘的旅程。

台中南門社 2018-19年度 國際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