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5月 23 日  第 1721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今日為前社長日，

邀請各位 P.P.抽職務韱，除了讓各位 P.P.

重溫舊夢外也為大家做良好的示範。 

 社長張茂樹 P.P.Shige 鳴鐘開會。 

 聯誼洪敏捷 P.P.ENT： 

歡迎主講者小提琴家陳敦邦先生、助理陳

秀蓮小姐、錢都餐飲連鎖企業總經理張榮

智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男性的本領」、「古月照今塵」。 

 出席黃伯堯 P.P.Jack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

出席狀況。 

 秘書郭道明 P.D.G.Trading 報告： 

(1). 五月三十日(星期六)第 1722 次例會，

為授證籌備會議，敬請社友撥冗出

席例會。 

(2).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日)第 1723次例

會，為授證 33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

夕，敬請全體社友伉儷下午四時三

十分前抵達會場，屆時要拍個人照、

夫妻合照，新年度通訊錄照片要更

換使用。 

 糾察黃文龍 D.G.N.Wood 進行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謝堂誠 P.P.Land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敦邦先生 

學歷：文化大學音樂系 

曾任：小提琴音樂老師（30 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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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提琴音樂表演（10 年有餘） 

現任：小提琴音樂表演，學校演講  

如果黑暗無盡頭，何不讓音

樂照亮生命 

 

 

 

 

 

 

 

 

 
 

小提琴家 陳敦邦先生 

全台灣首位以視障身分考進文化大學音樂系

的音樂學子 

小學三年級的時候，老師發現我要很近

才能看得到黑板，那時開始經歷一年時間，醫

治眼睛取代上學。不同醫師有不同的見解，最

後判定為先天性視網膜色素病變，宣告不能

治癒導致全盲，只好轉入台北讀聾盲學校。 

當年聾盲學校視障者只教按摩，聽障者

學印刷，但婦聯會卻把音樂帶入學校，捐款在

聾盲學校開音樂社團，提供師資跟樂器，我也

是在那時發現自己有音樂細胞。不只學小提

琴，我也學豎笛，還拿過全國音樂比賽豎笛第

一名。 

雖然眼睛看不見，但我是首位突破障礙，

參加聯考進入文化大學音樂系，也因為我的

表現，從此學校每年保留名額招收兩位視障

學生，替視障朋友開闢了按摩之外的另一條

路。 

成為首位視障音樂系學生，我並沒有享

有任何的特權，和一般學生一樣得通過共同

科目考試，我透過家人朋友幫忙唸樂譜給我

聽，我再自己打成點字譜，若是其他考試，我

會請人唸出要考試的章節，用聽的記下來，反

覆背誦，考試時，我用唸的方式，再請其他年

級的學生幫忙寫，我以前有很多同學考試都

很喜歡坐我旁邊，因為我幾乎都背得滿熟的。

現在的大學給視障生太多的資源了，這樣反

而對他們融入正常班級學習的幫助不大。 

桃李滿天下，春暉遍四方 

從大二開始時，我就開始一對一家教教

學小提琴，畢業後也曾到永和網溪國小一對

一指導樂團小提琴部份約莫十年，對於如何

教學我自有一套，我會先從背譜開始，要教的

每章、每小節我都背起來，這樣學生哪裡拉錯

了，我幾乎都可以馬上清楚指正，我可是教出

了不少小提琴老師，而且我教過的學生在學

校裡，幾乎都是最優秀的。 

我 30 歲之後眼睛全盲，我仍能獨自到學生家

上課，並作巡演。現在我也仍擔任街頭藝人，

持續用琴音讓來往旅人駐足，感受音樂的喜

悅，今日就為大家演奏「家後」、「可憐戀花再

會吧」、「愛的禮讚」三首。 

如果不是當年婦聯會捐款捐師資為聾盲

學校學生上音樂課，買樂器讓我們學琴，如果

扶輪社當年沒有發獎學金給我，我的人生不

會有今天，我很感恩與感謝。 

 社長張茂樹P.P.Shige代表頒發車馬費、

小社旗予陳敦邦先生感謝其分享動人的

音符和生命的熱愛。 

 糾察黃文龍D.G.N.Wood報告本週例會紅

箱收入。 

 社長張茂樹 P.P.Shige 鳴鐘閉會。 

 

 

 

 



 

板橋東區扶輪社授證三十三週年紀念典禮工作分配表 

組別 工作內容 召集人 負責社友 

會場佈置 

下午 03:00 

典禮前佈置、座位之安排、

結束後收拾 

徐明偉 程文金、邱顯清、吳晉福、何文章 

張富逸、許國騰、李榮鏗 

司儀組 

下午 04:00 

典禮程序內容之安排 許家榮 翁仁禮 

攝影組 

下午 04:30 

社員合照、典禮攝影 林忠慶 楊耀程、薛松茂、郭俊麟、郭金興 

蕭慶安 

註冊組 

下午 04:30 

來賓及友社社友註冊 葉進一 洪敏捷、郭祐福、李水日、郭昭揚

王世原、賴建男、吳得利、張茂樹 

招待組 

下午 04:30 

會場門前歡迎來賓並安排入

座 

張正鳴 張宏陸、莊金盤、呂仁團、邱明政

羅致政、劉炳華、黃俊哲、郭道明

黃文龍 

頒獎組 

下午 05:00 

傳遞獎品予頒獎人、 

召集受獎人就定位 

陳世君 劉孟賜、謝堂誠、林振哲、吳振斌 

總務組 訂席、菜單、桌數、簽帳等 劉炳宏 黃伯堯、羅國龍 

影像組 播放 PowerPoint、影片 林聖家 游伯湖、江基清、陳嘉偉、王文霖 

特刊組 編印紀念特刊 周正義 鄭德文、陳萬祥、黃健豪 

1、 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及配帶年度藍色領帶。 

2、 敬請全體社友伉儷在下午 4:30 以前抵達會場迎接友社社友蒞臨。 

 

友社授證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5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5月 30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3 週年】 

*時間：6月 8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廳 

【板橋北區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6月 1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1 樓吉祥廳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2 日(星期一)17:30 

*地點：格萊天漾飯店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32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3 日(星期二) 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2 樓如意廳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7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6月 29 日(星期一)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3 樓圓滿廳 



本週節目 

五月三十日 

第 1722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下週節目 

六月六日 

第 1723 次例會 

為舉辦【授證 33 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夕】 

故提前至 5月 31 日(星期日)舉行例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 

1 樓吉祥廳 

 

節目預告 

六月十三日 

第 172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國騰 Life 

主  講  者：聲影有限公司 

負責人 張家毓先生     

講      題：用影像提升形象 

 

敬祝 生日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34.06.04) 

羅國龍前社長(43.06.05) 

蕭慶安社友(47.06.05) 

江基清前社長(53.06.07) 

張正鳴社長夫人(51.06.03)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3 日 第 1721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6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David、Decor、

Frank、Kenny、Leo、Obama、Otoko、

Roberta、Sky、Stone、Taylor、

Tetsu、Tiger、Will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23 日 第 1721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40,000

Al 4,400 Jey 100

Alan 1,000 Junior 100

Cathay 100 Polo 2,000

ENT 100 Shige 2,000

Fuku 6,000 Stock 1,000

James 100 Trading 4,000

Jason 200 Wood 2,000

小計：    $23,100 總計：   $1,263,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1,081,960

Bright 5,200 Jey 5,200

Decor 5,200 Polo 11,300

Fuku 5,200 Stock 7,700

Jack 7,700 Taylor 7,700

小計：     $55,200 總計：  $1,137,1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