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9 月 13 日  第 1424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主持： 

聯迎主講者音樂玩家張林峰先生、助理王沐

寒小姐、台北保安扶輪社社友楊孟達先生、

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秘書 Duv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九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秋季旅遊-花蓮美崙二日遊，火車票已

要訂票，臨時不克參與者，請儘早告知。 

(3) 社區服務-清潔日，謹訂於九月二十七

日(星期六)上午九時假板橋介壽公園

舉行。 

 P.P.First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林峰先生 

學歷：輔仁大學音樂系 

專長：豎笛、薩克斯風 

現任：淡水走唱團、峰酷洛樂團團長、品佳 

集團豎笛與薩克斯風社團指導老師

專輯：我在街邊遊戲、來自角落、阿母熟識 

的歌 

遇見音樂、遇見幸福 

  

 

 

 

 

 

 

 

 

 

 

 

音樂玩家 張林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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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四個月發燒併發腦膜炎導致視神經

受損雙眼全盲，但我的人生並不黑暗，反而充滿

色彩因為我遇見音樂、遇見幸福。 

這是我在台北車站街頭表演時，一位高中女生聽

眾投稿到國語日報時的標題就是「遇見音樂遇見

幸福」。 我喜歡街頭表演，不但能遇見很多不同

的人，也讓他擁有更多人生經驗。  

我由母親撫養長大，苦學獲得輔仁大學音樂

系主修豎笛第一名畢業，透過經年累月有限的表

演收入，自籌經費勉強完成第一張「我在街邊遊

戲」的豎笛演奏專輯。 

當我想出第二張專輯時沒錢；於是我大膽嘗試籌

募「百人千元」的圓夢計畫。我的表演足跡遍及

清靜農場、鶯歌、宜蘭……但一張專輯的經費大

概需要七、八十萬，有時一天只有三個人捐款，

我發現速度太慢，應該尋求其他奧援。有一天，

一位大我二十幾屆的輔大會計系學姐在看過

TVBS「一步一腳印」節目後主動幫忙，她透過自

己的人脈為我到處募集資金，包括進香團、扶輪

社、企業家聯合會……其中一場輔大校友會的校

慶，學姐邀我上台表演，那一晚就募得十幾萬。

我脫離原本的單打獨鬥，募款速度直線上升，不

到一年已募得超過六十萬，這筆數字足以製作專

輯，名為「來自角落」。我也履行承諾寄專輯給

當初捐款給我的人。我用了近一年的時間，在台

灣各地努力的讓陌生的人群聽見我的音樂。這超

過 100 人支持的「百人千元圓夢計畫」，讓我的

第二張專輯「來自角落」誕生了，還入圍 2009

年金曲獎演奏類「最佳專輯獎」與「最佳專輯製

作人獎」兩個獎項。我當時決定邀請家人參與盛

會。但當我媽媽向公司請假說明理由是兒子入圍

金曲獎時，同事很訝異的問：「你兒子是蕭煌奇

喔?」。媽媽說：「我兒子是吹樂器的啦，但他吹

什麼我也聽不懂。」 

不過張媽媽的這一番話卻讓我有了靈感，我的第

三張專輯以豎笛、薩克斯風演奏，名稱就叫「阿

母熟識的歌」。  

我是豎笛、薩克斯風演奏者，不擅長花俏，

不喜歡炫技；專注、誠懇是我音樂的唯一表情。

蕭煌奇曾對我說：「找到自己的夢想，就要繼續

堅持下去！」堅持！堅持！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頒發車馬費、小社旗予

張林峰先生，感謝其精湛演出。 

 代理出席 Gary、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情況、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九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6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章明仁 

五、出席：劉孟賜、章明仁、張富逸、葉進一、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呂仁團、 

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劉炳華、 

陳偉信。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八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月份行事曆 

        10/04 第 1427 次例會，「體驗經濟與創 

新行銷」輔仁大學副教務長 高義芳先 

生 

        10/11 第 1428 次例會，適逢雙十節假 

期，休會乙次。 

        10/18 第 1429 次例會，職業服務-表揚 

優良員工。 

        10/25 第 1430 次例會，秋季旅遊-花蓮 

美侖二日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二十八週年慶典暨女賓夕，時 

間謹訂於中華民國一○四年五月二十 

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北 

威斯汀六福皇宮 B3 永樂宮舉行。請討 

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土城扶青團、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 

聯合捐血活動，謹訂於十月二十五日 

(星期六)上午九時假土城三元宮舉 

行，是否贊助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社區服務提撥五千元採購紀念品。 

 

馬來西亞沙巴扶輪地帶研習會 
時  間：2014 年 11 月 21 日至 11 月 23 日 

地  點：馬來西亞沙巴 

報名費： 

(1) 地帶研習會註冊費用(含配偶) NTD10,000 

(2) 地帶研習會註冊費用(單社友) NTD6,500 

(3) 地帶研習會註冊費用(單配偶) NTD4,500 

(4) 區域基金研習會費用(含配偶) NTD2,500 



社區服務-103 年度慈幼相見歡暨頒發獎助學金 

  時間：8月 24 日(星期日)                                         地點：土城國小 

本社常年贊助「社團法人臺灣慈幼會」各項活動，其中年度重頭戲就是與認養孩童的見面會以及

頒發獎助學金，本年度共有九十七位弱勢家庭孩童領取獎助學金。 

當日，從早上九時到下午四時，安排豐有趣味性的闖關性活動、增進知識的語文遊戲…等，帶領

孩童及家長約 200 位進行各項活動，讓孩童與家長透過各項活動，暫時放下生活的壓力，好好享

受親子同樂時光和凝聚親子關係。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致贈五萬元予台灣慈幼會並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世界自殺防治日」 

時間：9月 6日(星期六)11:00                            地點：板橋火車站一樓大廳 

憂鬱症、癌症與愛滋病列為世紀三大疾病，隨著人口結構與社會型態的轉變，加以世界各地天災

人禍頻傳，各種因素所造成的自殺人口逐年攀升；近年來臺灣亦因社會暴力、失業、久病厭世等

問題，許多人在缺乏正向有效的壓力抒解方式，而選擇以自殺方式結束生命，甚至將身邊至親好

友一併帶走，造成社會上衍生許多無奈的悲劇。 

此次，第二分區六扶輪社、第七分區四扶輪社與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社團法人新北市國際生命線

協會一同響應 9月 10 日「世界自殺防治日」，希望能喚起國人對生命價值與生存意義的重視、建

立國人心理衛生與健康。並推廣「1995」熱線，讓我們一起珍惜生命、把握人生、關愛他人。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致贈五萬元予新北市生命線協會並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日 

第 142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祐福 

 主  講  者：民視國際新聞主播  

閔傑輝先生 

 講      題：如何掌握一生報酬率最大的 

投資 

 

下週節目 

九月二十七日 

第 1426 次例會 

【社區服務-七社聯合清潔活動】 

 集合地點：公園街與實踐路交叉路口 

 清掃範圍：板橋介壽公園 

 活動程序： 

09：00 集合-公園街與實踐路交叉路口 

       領取打掃用具 

09：30 開始清潔環境 

10：30 清潔完畢集合、拍照 

11：00 清運垃圾 

12：00 土城海霸王聯合餐敘 

 備註：當日敬請穿著社長 Otoko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9月13日   第1424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Archi、Coach、Frank、Herbert、 
Kevin、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Life、Sun-Rise、Tom 
 
 
 

敬祝 生日快樂! 
楊耀程社友(53.10.0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宏陸社友(96.09.21)7 年 

陳偉信社友(75.09.28)28 年 

林同義前社長(67.10.01)36 年 

葉進一前社長(60.10.02)43 年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09月13日   第1424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78,468
Cathay 10,000 Lobo 2,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0
Duval 1,000 Otoko 3,000
Fuku 10,000 Polo 1,000
George 16,000 Roberta 2,000
Hero 1,000 Smile 2,000
Jason 1,000 Stock 2,000
Junior 10,000 Toms 1,000
Justice 2,000 Tony 1,000
Lawyer 1,000  
小計：     $77,000 總計：     $355,468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99,300

Jack 7,700 Lobo 7,700

Lawyer 5,200 Smile 5,200

小計：      $25,800 總計：     $225,100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

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18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 

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 

面、紀念品乙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