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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李威毅　　　社　　名：Mark
出生日期：1978.12.21
籍　　貫：台灣 新北市
職業分類：淨水裝置

現　　職：長江飲水機企業有限公司 經理
通訊地址：220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239號
電　　話：(02)2967-2321
夫人芳名：陳穎穎

夫人生日：10月15日
結婚週年紀念日：2007.07.15
入社介紹人：王經祿、陳福源

指定用途捐款
邱馳翔社友 板橋扶輪社教育獎學金 壹萬元。

敬祝生日快樂
陳國義 前社長 (30.03.10)P.P.Base
林文鐘 社友 (56.03.14)Jacky
林福安 社友夫人 (03.10)Franklin夫人
陳永洋 社友夫人 (03.11)Tile夫人
黃浴期 社友夫人 (03.12)Jimmy夫人
洪豐民 社友夫人 (03.13)Hitachi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林德明 社友 (49.03.13)Timmy ♥
林秀美 女士 (結婚五十六週年紀念日 )
鄭光欽 社友 (87.03.15)Boss ♥
曾佩綺 女士 (結婚十八週年紀念日 )

永結同心 磁器婚紀念
陳山志社友 Ortho與夫人劉世賢女士於 3
月 10日歡度結婚二十週年，祝福兩位永遠
幸福快樂。

感  謝  您
感謝 蕭錦聰前社長伉儷贈送全體社友福祿
豐收琉璃一只。

感謝 邱建民社友提供咖啡機一台及有機咖
啡豆無限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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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青團第九屆團慶
時間： 105 年 3 月 13 日 (星期日 ) 

上午 11：00註冊 11：30開始
地點： 上海銀鳳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

第三次爐邊會議
時間： 105年3月13日(星期日) 下午6：00
地點： 上海銀鳳樓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爐主： 楊博顯、楊東卿、簡哲雄、盧政治、

李文良、劉張安、林新乾、曹永央、

羅國志、陳主義、陳瑤國、張泰西、

劉紹榮、林德明、楊明炎、江能裕、

林澤祥、洪豐民、曾文淵、商村田、

邱馳翔

~ 爐主竭誠邀請全體社友及夫人參加 ~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例會花絮 2556次例會
（3月 3日）

專題演講摘錄 - 
生命 -音樂 -0.03的視界

Life爵士樂團 吳柏毅 團長

Life 爵士樂團在音樂的路上，用僅存
0.03的視力，花比一般人多 300倍的努力，
才能譜出如此動人的旋律。面對跟別人不一

樣的自己，一路走來，並不是一如現在的坦

然。

因為視力的障礙，使我與同學間產生隔

閡，當時的交友狀況深感挫折…

小時候念一般學校，因為自己視力的關

係，跟同學的互動很少，不知道要怎麼跟別

人相處，小朋友都玩自己的，我就坐在教室

裡發呆那時候的我很害羞，也比較沒有自

信。因為視力不方便，老師會特別照顧我，

例如：別人要打掃，我就不用，別人要升降

旗，我卻在教室裡休息。小朋友就會議論

說：「我是不是假裝地來逃避做這些事…」，

但是我不知道要怎麼跟他們解釋…所以漸漸

的就交不到朋友。

啟明，音樂之路的起點，因為我是瞎子

所以我吹蝦子

高中進入啟明學校，就找到了一群跟我

一樣都是看不見的人，看到同學們下課就

拿出樂器來演奏，感覺好快樂，我覺得好

羨慕。當時恰好有一個機會是啟明的一個學

長，他快要畢業了，要把樂器往下傳承，

他找了我，說要教我薩克斯風，當時我根本

不知道薩克斯風是什麼 ? 我拿他的樂器摸
了摸，說像一隻蝦子。學長幽默的說：「對

阿，我們是瞎子吹蝦子」。

說什麼也不放棄的決心，我考上文化音

樂系

考大學的時候，我說要考音樂系。我爸

媽不支持我，老師也不看好我，但是我還是

想試試看，最後幸運地考上了…我爸媽希望

我去考特教老師，以後才能有一份穩定的工

作而我仍覺得音樂是我唯一想走的路。老

師一開始聽到，有替我擔憂，怕我會因為音

樂起步慢會跟不上別人，因為別人是從小就

學，但我是高中才初學。可是後來，他知道

我的想法後也是全力支持我，給我很多指導

跟幫助。當時我覺得音樂對我來講，是一個

很不一樣的體會，人生很重要的轉捩點，我

從中找到一個可以抒發的出口，所以說什麼

我也不想放棄。

音樂是我的生命、也是生活中不可或缺

的部分

如果你問我，音樂是什麼 ?我會說那是
呼吸、是生命。對我來說，音樂像是生命一

樣重要，像呼吸一樣自然但不可或缺！這也

是我們樂團名稱“LIFE”的由來。
還記得前年受安麗的邀約，在四萬人的

年會中表演，文君在演出的中間讓導播關掉

所有的燈，那一瞬間，上萬的螢光燈海揮舞

在我眼前……我想，這就是所謂的星空吧！ 
從小我就渴望看見星星，星星對我來說

是遙遠卻真實的存在，但我只能在腦海中構

築星空的模樣…台下的那片星空，我想我一

輩子都忘不了……

希望我們的音樂可以給人力量與勇氣，

樂觀積極面對自己的不完美，沉浸在悲傷

中，只能品嘗苦澀，跳脫悲觀，才能擁抱太

陽，感受溫暖的氣息！找到自己的熱情及自

信很重要。很多人執著在自己弱的部分、受

障礙的部分，侷限在裡面，一直告訴自己我

不能做什麼，但卻很少去想說我們能做什

麼。

要想因為這個障礙，我們能做什麼，其

實還有很多可以做的。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心態一轉，眼界就開闊了。何必一直禁錮自

己 ?當你坦然的面對自己，你將會發現自己
擁有的還有很多。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日本高岡扶輪社來訪歡迎會暨續盟典禮花絮

社長致詞 續盟典禮圓滿成功 !!

互贈禮品，並祝兩社友誼長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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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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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18名
出席人數：50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13名　出　席　率：86%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 ra in ,  Duke ,  F rank ,  Food ,  Go l f , 
Infinity, Joe, Land, Park, Pipe, Sticker, 
Tech, 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吳柏毅 團長 Life爵士樂團 本  社
李威毅 先生 長江飲水機企業有限公司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60,343
Family 第三期 6,250
Victor 第三期 4,250
Young 第三期 4,250
Alex 第三期 6,250
James 第三期 4,250
Genial 第三期 4,250
Life 第一期 4,250
Life 第二期 4,250
Life 第三期 4,250
合計 42,250
累計 1,102,593

一般捐款

Glue 結婚 50週年快樂 12,000
Lawyer PP Glue及夫人結婚 50週年快樂 1,000

Family 祝福 PP Glue結婚 50週年快樂，
謝謝 PP Glue的禮物 2,000

Service 生日快樂 1,000

Genial
1.  祝福 PP、社友與夫人平安健 

 康、六六大順
2.歡喜到社館見到大家

7,600

Care 1.歡喜來例會有咖啡喝
2.歡喜代理聯誼 2,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25,6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erry
1.歡喜吳團長蒞社演出
2.歡喜 PP Glue結婚五十週年
3.歡喜大家熱烈出席

3,000

Judge 3/6生日快樂 1,000
Wine 3/5夫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5,000

節 目 預 告　第 2558 次例會
105 年 03 月 17 日

●  主講人： 2014-2015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 
得獎學生 黃盈庭 同學

●  講題：電力電子產業之過去、現在與未來
●  節目介紹人：陳福源 副社長

本 週 節 目　第 2557 次例會
105 年 03 月 10 日

●  新社友 Judge、Pipe自我介紹
●  召開 3月份理事會

3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  105 年 3 月 15日 (星期二 ) 

上午 10：45報到 11：15開球
地點： 再興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湖口鄉長安村再興路 350號 )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總監來函照登
受文者：國際扶輪 3490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 敬邀各社寶眷及寶眷社友參與聯誼

活動。

說　明：

一、 寶眷聯誼活動委員會於本年度特別安排
“宜蘭知性之旅”邀請各社眷屬參與，

行程及報名表如附件。

二、 活動相關內容如下： 
日期：2016年 3月 29日（星期二） 
時間：08:00~ 16:40 
行程： 宜蘭羅東林場文化園區→古堡

party餐廳→虎牌米粉觀光工廠
→溪和觀光工廠。

三、 參加費用每位 $1000(含保險 )，請各
社眷屬踴躍報名參與，活動報名截止日

期 3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