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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1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 9:30-11:30 

         不老頑童 PDG Ricardo 音樂響宴   地點：中油大樓國光廳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1 樓） 

饗宴開始 

哲人遙思-DG Antonio 仰懷 

DG Antonio 2 

雪泥鴻爪 

憶 PDG Ricardo-生平點滴 

MTV 4 

恰似你的溫柔 

許哲誠鋼琴-感恩演奏 

許哲誠 5 

向扶輪老前輩行最敬禮 

PRID Jackson 追思 

PDG Jackson 6 

奇異恩典與新不了情 

廣青合唱團溫馨獻唱 

廣青合唱團 7 

影響我扶輪運動的 Uncle Ricardo 

PDG Tony 悼念 

PDG Tony 8 

一起向往事乾杯-山外青山 樓外樓 

PP Dens 及東區扶輪社-永懷 

PP Dens 9 

送你一朵勿忘我 

東聲合唱團-老友獻唱 

東聲合唱團 10 

Unforgettable：永遠讓人難忘的爸爸 

女兒乃莉懷想 

Nellie 乃莉 11 

Amazing Grace：親睹奇異恩典 

女婿朱樹勳 

朱樹勳 12 

喝采！至少還有你 

第七分區合唱團溫柔獻唱 

第七分區合唱團 13 

你是那座生生不息的山 Maunaleo 

愛孫宇舜&宜平&心梅&芬妮獻舞 

Chris 宇舜＆Nickson 宜平 

Tiffany 芬妮＆Pamela 心梅 

14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兒媳乃杞&淑絹的感念 

Nicky 乃杞＆Annie 淑絹 14 

尋夢園 

全體好友合唱 

 15 

音樂響宴司儀稿 

3520 地區東門社林華明前社長 PP Venture 

PP Venture 16 

名人專訪-PDG Ricardo 前總監林華新 

南雅社 蔡宇 

 18 

扶輪最大的贏家 

3520 地區 1999-2000 年度 總監邵偉靈 Dens 

 21 

國際扶輪秘書長 Ed Futa 發給 

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逝世之慰問函 

 23 

3520 地區鼓勵社員參予函 

PDG Ricardo 的墨寶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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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遙思DG Antonio仰懷 
 

向永遠的 Ricardo 致敬 

瀟灑走一回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DG Antonio  

2010/09/15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以文載道，以身作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的 PDG Ricardo，幽默為人，圓融

處事，卸任之後，念舊惜緣，不忘感恩，隨時保持一顆赤子之心、率真之氣。面對人生，笑看浮沉，走進扶輪，

義無反顧。 

Ricardo 在著作『浮沉雨打萍』寫著：「扶輪社是人生的縮影，為社會造就不同人品，軟化社員的頸與腰。大

刀闊斧，勇於改革，加速扶輪的新陳代謝才是根本之道。」豁達睿智，真知灼見，令人尊敬；又寫著：「社員成

長與基金捐獻是扶輪生存的源頭，無須批評諷刺每年炒冷飯，就像是基督教，每年耶誕節都唱著同樣的彌賽亞，

信徒老少卻能爭相入座。」快人快語，義正嚴詞，讓人折服。 

多元化的扶輪，需要聆聽、整合不同的意見，因此，我在籌劃地區組織之時，特立「喬務委員會」，「喬」者，

喬人喬事也。喬人成「僑」，喬事成「橋」，溝通斡旋、折衝尊俎。箇中翹楚，本身是華僑，又是地區 資深的

PDG Ricardo，自然成為主委不二人選。因而於今年 4 月，與 Hipo 登門拜訪，Ricardo 欣然接受。相談彷彿昨

日，一言一行，歷歷在目。 

訃聞上，是電影奪標主題曲「My way」的片段，道盡 Ricardo 的人生哲學－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我活過一個充實的人生， 

             I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我經歷過每一段路途，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而更重要的是， 

             I did it my way 

             我用自己的方式。 

靈堂前，是家屬用心挑選的照片，Ricardo 手拿香檳杯，笑容可掬，似乎對著來訪的友人說：「來一杯吧！」

神情瀟灑自若，有如書中所引用的王維詩句：「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永遠的 Ricardo，精采的 90 年，「瀟

灑走一回」－ 

天地悠悠   過客匆匆  潮起又潮落 

恩恩怨怨   生死白頭  幾人能看透 

紅塵呀滾滾 痴痴呀情深   聚散終有時 

留一半清醒 留一半醉   至少夢裏有你追隨 

我拿青春賭明天  你用真情換此生   歲月不知人間 

多少的憂傷  何不瀟灑走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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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Way 

 

 

 

 

 

 

 

 

 

 

 

 

 

 

 

 

 

 

 

And now, the end is near;              

And so I face the final curtain.     

My friend, I'll say it clear,             

I'll state my case, of which I'm certain.    

I've lived a life that's full.               

I've traveled each and every high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Regrets, I've had a few;   

But then again, too few to mention. 

I did what I had to do 

And saw it through without exemption. 

I planned each charted course; 

Each careful step along the by way, 

and more, much more than this, 

I did it my way. 

 

Yes, there were times, I'm sure you knew 

When I bit off more than I could chew.    

But through it all, when there was doubt,  

I ate it up and spit it out.  

I faced it all and I stood tall;  

And did it my way. 

 

I’ve loved, I’ve laughed and cried.  

I’ve had my fill; my share of losing.  

And now, as tears subside,  

I find it all so amusing.  

To think I did all that;  

And may I say - not in a shy way, 

“Oh no, oh no, not me,  

I did it my way.”   

現在，我的末日將近，         
面臨人生的 後落幕，      
我的朋友，我要說個清楚， 
向你講述我的人生之路。 .      
我活過一個充實的人生，   
我經歷過每一段路途，       
而更重要的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遺憾，也有一些吧，  
算不上多，不值一提。         
我做了該做的一切， 
洞悉世事，不求赦免。 
我規劃過每一段人生， 
每一個細微的腳步， 
而更重要的是，               
我用自己的方式。  
 
是的，你知道有些時候， 
我曾背負不能承受之重，  
但自始至終，就算充滿疑惑，   
我還是克服困難戰勝了它。     
我挺直身軀，勇敢面對，       
用我自己的方式。 
 
我曾經愛過，笑過，哭過， 
我曾經滿足，也曾經失落，     
現在，當淚水慢慢退去，       
我發現原來可以一笑置之。     
想到我所做過的一切，  
我可以說 不帶羞愧地說：   
「喔！不！ 我可不一樣，      
我用自己的方式。」 

For what is a man, what has he got?  

If not himself, then he has naught.  

To say the things he truly feels; 

And not the words of one who kneels.  

The record shows I took the blows -  

And did it my way! 

Yes, it was my way.  

男子漢究竟是什麼？擁有什麼？      
如果不能擁有自我，他一無所有。  
說出心裏 真實的感受，   
而不是那些身不由己的話。  
時間證明，我承受住磨難，         
用我自己的方式！                
沒錯，這就是我的方式。 

但去莫復問 

白雲無盡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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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泥鴻爪憶 PDG Ricardo 

生平點滴  M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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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似你的溫柔 

鋼琴感恩演奏 許哲誠 

 

雖然 PDG Ricardo 的一生像雪泥鴻爪 , 但是卻留給我們許多的回憶及追思。鋼琴家許哲誠先生就是特別感念

他的人。哲誠天生全盲 , 可是眼盲心不盲 , 苦練琴藝 , 曾經獲得許多國內外重要比賽的冠軍。 14 歲時參加在

美國舉行的「國際身心障礙青年音樂家」鋼琴比賽 , 以台灣民謠「天黑黑」獲得冠軍 , 被讚譽是「貝多芬」再

世。哲誠與 PDG Ricardo 的結緣很深 , PDG Ricardo 不只是精神上鼓勵他 , 更多次為他舉辦募款餐會 , 集資

讓他去奧地利學習鋼琴。哲誠要用這首 , PDG Ricardo 喜歡的歌曲「恰似你的溫柔」 , 來呈現他的感謝與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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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PDG Ricardo 扶輪老前輩行最敬禮 

 

國際扶輪前理事 謝三連 PRID Jackson Hsieh   

2010.9.15 

Jackson 與在座台灣七個地區的許多前總監、扶輪夥伴、親
朋好友們一樣，以懷念、不捨的心情來參加今天為紀念我們
敬愛的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所舉辦的音樂饗宴，並與各
位來分享我個人的感念。 

記得在 PDG Ricardo 生病期間，我與內人阿嬌曾經多次到他
家中及亞東醫院探望，每次見面時，雖然他身體不是很舒服，
但總是面帶笑容與我們話家常，而看到夫人 Judy 大姊，她全力
貼心的照顧，夫妻鶼鰈情深、女兒乃莉、女婿朱院長、兒媳乃
杞及淑絹，更是細心照料，在醫院裡也看到祖孫一起玩氣球互
動的喜樂，這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真令人羨慕。 

回想我在 1991-92 年創立台北東昇扶輪社成為創社社長時，PDG Ricardo 在我們創社授證的特刊賀文中寫
著，“他預言 7 年後，東昇扶輪社將產生一位地區總監”，我不曉得他的預言靈感從何得知? 但果然在 7 年後
也就是 1998 年，我真的擔任了 3520 地區的第一屆總監，我太太阿嬌說，PDG Ricardo 的預言比算命的都來
得準確，可以說是一位預言家。 

在 1998-99 年度的總監任內，他鼓勵我一定要作一個有理想、有做為的地區總監，當時他贈送了我一個“大

手牽小手”的雕塑藝術品，落款寫著 To DG Jackson, with sincere blessing, PDG Ricardo Lin 的字樣，這個大
手牽小手的雕塑藝術品 10 多年來一直放在我的辦公室，昨天早上我又將它拿起來觀賞，真的感觸很多，我衷心
感謝 PDG Ricardo 以長者的大手對 Jackson 的小手所作的提攜、期待與祝福；我也曾經暗自許願，我將會以我
自己的小手盡力來提拔、協助需要幫忙的朋友。 

從我當上地區總監時，PDG Ricardo 知道我的英文程度並不是很好，所以他一直鼓勵我要學好英文，他說我
們國際扶輪是一個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Jackson 你還年輕，要走上國際舞台，除了你本身已具備的熱
忱、愛心以及服務精神外，基本語言的溝通是必要的，而且他隨時給我許多很好的建議，所以 10 多年來我也不
斷的進修、加強英文程度，同時他也教導我許多為人處事的道理，這種有智慧的長者對年輕人的愛戴及鼓勵，
相信在座的許多扶輪社友也一定感同身受。 

在我就任了 2008-10 之國際理事後，才更了解 PDG Ricardo 對 Jackson 的鞭策及期待，他說要讓台灣的扶
輪運動能夠在國際扶輪舞台上發光發亮，決不是靠一個人的力量可以達成的。從早期我們的 RI 前副社長 PRIVP 
Gary 在國際舞台的單打獨鬥，到現在台灣七個地區有那麼多傑出、優秀的總監、前總監、以及台灣 550 多個
扶輪社社長、社友們的團結合作，群策群力，台灣的扶輪目前在亞洲自己的地帶內可以說是處於領導的地位，
更在全世界的扶輪裡也佔有一席之地。昨天上午我接到 RI 之秘書長 Ed Futa 傳來給 PDG Ricardo 夫人 Judy 的
慰問函，表達 RI 社長 Ray Klinginsmith 及全體理事會的理事們誠摯哀悼之意，同時感謝 PDG Ricardo 46 年來
對扶輪的貢獻及付出。 

 PDG Ricardo 在 1964 年加入台北東區扶輪社成為創社社友，到現在已有 46 年的扶輪社齡，而在 1984-85
年更擔任了 345 地區香港、澳門及台灣三個國家的總監，也是我們 3520 地區目前 資深的前總監，他對扶輪
的熱愛、對扶輪的奉獻、以及對扶輪的關懷，這種扶輪前輩之風範、真誠、精神，會讓晚輩們永遠來懷念他。
雖然他的離去讓我們在座的親朋好友們一定感到非常不捨，但我相信 PDG Ricardo 在天之靈將會永遠保祐台北
東區扶輪社社運昌隆，我們 3520 地區之區務蒸蒸日上及我們全台灣七個地區的扶輪運動更加蓬勃；同時也保
祐今天與會的所有親朋好友以及他的家人身體健康、平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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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青合唱團溫馨獻唱 

奇異恩典, 

新不了情 

廣青合唱團 

 

廣青合唱團 , 1980 年成立。是由一群殘障青年為主 , 加上一般社會青年 , 組成的業餘混聲合唱團。多年來

榮獲國內外許多合唱比賽的冠、亞軍。曾經參加 1988 年在費城舉行的扶輪社國際年會中演唱 , 讓全場 160

多個國家的社友感動 , 起立鼓掌久久不停。他們今天帶來的 2 首歌曲「奇異恩典」、「新不了情」 , 讓我們鼓

掌歡迎「廣青合唱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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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緣、感恩、懷念 

 

國際扶輪3520地區陳茂仁前總監 PDG Tony 

寫於2010/09/09夜 

1985年6月5日晚上在福華飯店，當時的DG Ricardo幫我

別上扶輪徽章時，我很驕傲地成為國際扶輪的一份子。記得當

時的扶輪擴展運動不是很熱烈，華南扶輪社是地區一年多來成

立的第一個扶輪社，喜悅、驕傲是我臉上自然的寫照。 

1992~93年我榮任華南扶輪社社長，漸漸地有機會在地區

服務，而在1998~99當年，我是地區的青少年服務委會員主

委，地區有一個有意義的選拔活動－身心障礙青少年鋼琴錦標

賽，因緣際會和PDG Ricardo有更多的接觸，他是一位仁慈有

愛心的長者，對於培養青少年更是不遺餘力，從那時起我們共同關懷一位視障的青少年朋友－許哲誠，為了讓

哲誠能夠受更多的教育和栽培，我們義賣了我為他出品的CD，也共同辦了多場募款音樂餐會，期待哲誠能到音

樂聖地－奧地利受更好的指導和學習，哲誠從來也沒有辜負PDG Ricardo學得一身好功夫。 

後來因為PDG Ricardo的鼓勵和栽培，我成為DGN，記得當時有一地區訓練會議，我穿深色襯衫配淺色西

裝，他當時馬上糾正我說：「這麼重要正式的會議，要穿深色西裝。」，雖然是短短的一句話，對我來說是很

珍貴的，因為那是真的，沒有一點虛假，而且是真誠的指導，

後來有幾次的互動，句句都是暮鼓晨鐘，對就是對，錯就是錯，

一點都不含糊，我看到扶輪運動的真善美楷模。 

在2001~02年我執行總監任務時，他不時耳提面命，為了

不讓他失望，我也盡量做得更好。後來我更尊敬他，他待我就

像自己孩子一樣的栽培，從那時起，我就尊呼他為Uncle 

Ricardo。因同住在士林的關係，靖琪和我與PDG Ricardo的

互動就更多了，我們一起打高爾夫球，一起吃日本料理喝清酒，

一起吃法國餐，一起吃美食。記得有一年他熱忱的邀請我們到

夏威夷他家過年，一起吃年夜飯，共渡非常多歡樂的時光。 

今年2月，前總監協會舉辦了一場澳門之旅，本來家裡有

事，而PDG Ricardo因剛復原也有意願參加，為了多陪他些時

光，我和靖琪，與他們全家住進同一間飯店，當時他的狀況還

不錯，只是比較容易累而已，想不到那是我們在國外 後一次

的聚會。 

Uncle 雖然您離開了我們，但您的精神、您的風采，一直都會

在我們心中，我們永遠愛您，永遠懷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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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向往事乾杯 

 

山外青山 樓外樓 

 

東區社前社長陳信甫 PP Dens 

 

 

PDG Ricardo 

每次到您府上，一進門就可以看到右手邊牆上掛著一

幅字，上面寫著一首蘇東坡的詩：「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

我們可以了解這早已是您的心情寫照，所以您走得瀟

灑、走得自在，但是我們真不願意相信您就這樣走了，

卻留給我們無限的哀思、無限的惆悵、無限的懷念……。 

1964 年台北東區扶輪社成立，您是創社秘書，1969 

年您接任社長。由於您生性熱情活潑、詼諧風趣幽默、

思想超越、不落俗套，使得東區扶輪社在那個禁忌沉悶的年代裡塑造了熱情開放、活力十足的獨特風格。1979 

年我有幸入社，得以親近您本尊，體會到您平易近人、嘻嘻哈哈的外表下有著超脫的思想及不同凡俗的風格。

果然，1981 年您為了突破當年一直操控包攬了扶輪總監位置分配的封建舊勢力，您站出來競選區總監，領導

東區社友進行了一場台灣扶輪史無前例的民主選舉活動。您拒絕條件誘惑、義無反顧、勇往直前，雖然那年以

雖敗猶榮來收場，但是已經喚起了大多數扶輪人追求公平、建立制度的覺醒。所以1983 年您東山再起，一時

風起雲湧，沒有對手。在年會裡，在全場狂呼歡呼下，您光榮上台，從此替扶輪開拓了一條真正公平的道路，

影響所及意義深遠，您說：「自認非聖賢，只是在扶輪世界裡學做君子而已」，說得好，君子群而不黨，您讓

扶輪回歸為大家所共有共享，群而不黨。 

多年來，每次例會或晚會都看到您像一隻穿花蝴蝶一樣，笑瞇瞇地在人叢中，東拍拍肩膀、西拉拉手，笑容

親切、妙語如珠，大家都非常喜歡親近您，您所到的地方就是那麼氣氛熱烈，您所在的地方就那麼融洽美好。

這一幕幕的影像彷彿就在昨天。 

PDG Ricardo 四十六年來將近半世紀，您對扶輪的真實貢獻真是有目共睹、一言難盡，高論立言、文章百篇

在在充滿了智慧與哲思，您精彩一生、漂亮一生，真可以說是精神長存！典範常在！講到這裡，我還真怕您怪

我，說我怎麼用這麼老套的話來拍您的馬屁。不過我想，再也沒有機會當您的面拍拍您的馬屁了！ 

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東區扶輪社因為有您在，所以小有名氣；東區扶輪社因為有您

在，所以活靈活現。現在您飛龍昇天了；現在仙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餘樓外樓。今後，樓外樓的例會，我們

再也看不到您多采多姿的身影了，只能遙望窗外的山外青山，懷念著您；只能看著窗外的無盡白雲，懷念著您。

不過我們一定會繼續傳承您了不起的精神，讓東區扶輪社好好運轉、生生不息，這個請您放心。 

臨風懷想，言不盡意，我們會永遠永遠地懷念您，也請您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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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獻唱  

送你一朵勿忘我 

東聲合唱團 

PDG Ricardo對於扶輪社的付出與貢獻 , 令人感佩。東聲合唱團就是在 Ricardo的強力支持下成立的合唱

團。甚至 , 曾擔任東聲合唱團的團長。東聲合唱團 , 今天用「送你一朵勿忘我」來獻給前團長 , 這首曲子是

由已故前指揮林褔裕先生作曲 , 作詞人是東區社的黃美雄先生 (PP Buil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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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forgettable：永遠讓人難忘的爸爸 
 

女兒乃莉懷想 

家父曾說：人類最幸福的-是知道自己哪一天來，不知道哪一天走。 

每次換上隔離衣走入加護病房，內心自我安慰：要感恩，不是每個人都能有高壽 90 的父親。 

每次為家父禱告，在說阿門之前，還是忍不住對上帝說：急什麼急？天堂的好人那麼多。 

上帝應允了我每一次的禱告，但父親是個急性子，覺得在人世間該做的都做完了。毅然的向上帝說：「老闆，買

單」.在炎夏裡為自己的人生劃下漂亮的句點。 

由衷佩服母親的勇氣，親手為父親拔管，就像把緊握手中的風箏線放開，讓這美麗的風箏在空中自由翱翔，選

擇他自己要去的地方。 

在此非常感謝 PDG Dens 為父親設了「扶輪大頑童」網誌，讓父親在生前持續他寫作的嗜好，也讓我著實一窺

父親另一面的智慧。 

家父文章《從人間到天堂》 後一段，描述地區總監與扶輪社長們卡在天堂門口，雖然能夠進去休息一刻，但

仍為人間苦疾繼續開會.... 

思考許久，恍然大悟父親的伏筆— 

在人世間熱心公益比能不能進天堂更重要。 

親愛的父親， 

您豁達的人生觀與幽默基因留在子孫的血液裡。 

我們會牢記您的教誨，跟隨您的精神— 

勤儉持家，熱心公益，善盡社會責任。 

請您放心安息。 

親愛的上帝， 

您耐心等了 90 年，這位頑童終於回到您的身邊，得來不易，請您好好照顧他。 

祝福大家 身體健康 幽默與您常在 人生事事圓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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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追思思會會  22001100--0099--1155  

  AAmmaazziinngg  GGrraaccee：：親親睹睹奇奇異異恩恩典典  
 

女婿朱樹勳 

 我 敬愛的岳父，生前 喜歡蘇東坡的一首詩，在家裡牆上及他的

自傳裡都可以看到這首。這首詩說「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水偶然留指爪，飛鴻那復計東西」，他似乎覺得人生有如在天地間自由

翱翔的大鴻鳥，偶而落腳塵世間停離一段時間，留下腳印，又飛向其他

地方，就像人生瀟灑走一回一樣，反映出他豁達的人生觀。 

他在菲律賓長大，只因仗義直言被抓來台灣，在綠島監禁四年多，

出獄後求職無門，過著顛沛流離的生活，終於與我岳母黃錦梅女士決定自行創業，成立僑大家具公司，經過一

番勤儉樸實，刻苦耐勞的奮鬥，終於成就非凡的事業。事業有成之後，即積極參與扶輪社，從事很多社會公益

的事業，一家三代同堂，過著幸福美滿的生活。 

十三年前得了前列腺癌，當我知道時癌細胞已經到處擴散，就是沒擴到心臟使我無用武之地，我只能想盡

辦法讓他得到 好的治療，我很高興看到他十多年來仍然能夠繼續參與扶輪社聚會，打高爾夫球，到世界各地

旅遊，並寫了一本自傳，直到去年由夏威夷回國，因發高燒被海關人員懷疑 H1N1 流感，被迫送到桃園醫院。

我趕過去檢查沒有 H1N1 流感，接到亞東醫院併發休克，情況相當危急，雖在 ICU 搶救成功，但此後病情開始

惡化，先後在亞東醫院住院十三次，其中四次住進加護病房中，在醫療團隊的細心照顧下，都能化險為夷。到

病的末期，他常微笑指著天上，表示他要回天堂，我們一直安慰他會好起來，我們盡 大努力，希望他能再度

好轉像以前一樣回家。 

現在他這隻大鴻鳥在塵世間停留九十年後，又飛向另外一個世界，但他留下的腳印將成為我們永恆的回

憶。當他出生來到這個世界時，大家都很高興在歡笑，只有他一個人在哭泣。現在當他人生畫上句點時，換成

大家都在哭泣，唯有他一個人帶著微笑安祥地離開，這就是一個成功及完美人生的寫照，這是上天賜給他的恩

典，願他在天之靈永得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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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獻唱 

 

喝采！至少還有你 

第七分區合唱團 

 

今天將帶來二首曲子「喝采」及「至少還有你」其中「至少還有你」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 曲子美, 歌詞寫

的更好 , 「我怕來不及 , 我要抱著你 , 直到感覺你的皺紋 , 有了歲月的痕跡」太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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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用說話,獻舞表演或影片 ,來表示對爺爺的心意 

 

你是那座生生不息的山Maunaleo 
愛孫Chris宇舜，Nickson宜平，Tiffany芬妮＆Pamela心梅 

    

 

當我們同在一起

兒Nicky乃杞＆媳婦Annie淑絹的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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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去了一個美麗的夢園 , 有一天我們又會相聚在那裡 

尋夢園 
全體好友合唱 

 

有名的「千縷之風」的歌詞中說 , 

「我並沒有離開你們 , 

我只是化為千縷之風－在大地中飄逸。 

秋天時是吹過金黃色麥田的微風 , 

冬天是閃閃發亮的雪花像鑽石一樣, 

早上是叫你起床的小鳥聲 , 

晚上是保護你的那顆閃亮的星星」 

PDG Ricardo永遠在我們心中 , 他只是提前去了一個美麗的夢園 , 有一天我們又會相聚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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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響宴司儀稿 

 

 

司儀：3520地區東門社林華明前社長 PP Venture 

 時間 節目流程 主持人  司儀稿 

1  09:55 開場白  大家早安！「感謝大家一大早來這裡與不老頑童 PDG 
Ricardo一起享受音樂饗宴」。我是國際扶輪 3520地區台北
市東門社 PP Venture, 林華明。感謝籌備會讓我們擔任這重
要場合的司儀 , 不過我個人倒是自認為「當仁不讓」。為什
麼呢！因為我與 PDG Ricardo都是廣東老鄉 , 他又是東區
社的大老, 是我們東門社的阿公社。他的大孫女芬妮 , 又是
我二小孩的小學同班同學 , 更重要的是我們倆個名字只差一
個字 ,他是林華新 , 我是林華明。他每一次看到我 , 都說我
是他失散多年的弟弟。 PDG Ricardo老哥, 今天讓我這小弟
為您服務 , 希望呈現一個不一樣的音樂饗宴, 或許偶爾忍不
住眼角會有淚水 , 但是大部份的時間一定讓大家嘴角泛起笑
意 , 重要的是讓每一位心裡頭暖呼呼的。就像我們心目中 
PDG Ricardo一樣, 熱情、爽朗、幽默、率真。讓我們請國際
扶輪 3520地區總監 DG Antonio上台鳴鐘宣布今天音樂饗
宴的開始及致詞。  

2  10:00 饗宴開始 
哲人遙思  
DG Antonio仰懷  

DG Antonio DG Antonio請！  

3  10:05 雪泥鴻爪憶 
PDG Ricardo 
生平點滴  

MTV  謝謝 DG Antonio, 請回座。 近仔細讀了 PDG Ricardo的
自傳「浮沉雨打萍」－老頑童的因與緣。讓人驚訝他的一生 , 
尤其是前半段, 真的像雨打浮萍 , 挫折不斷, 可是他都是正
面的、堅韌的面對挑戰 , 而且不改其爽朗幽默的個性 , 由他
家人剪輯而成的 MTV中, 讓我們一起回顧他精彩的一生。請
播放 MTV。  

4  10:15 恰 似 你 的 溫 柔 許
哲 誠 鋼 琴 感 恩 演
奏 

許哲誠 雖然 PDG Ricardo的一生像雪泥鴻爪 , 但是卻留給我們許
多的回憶及追思。鋼琴家許哲誠先生就是特別感念他的人。
哲誠天生全盲 , 可是眼盲心不盲 , 苦練琴藝 , 曾經獲得許
多國內外重要比賽的冠軍。 14歲時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國際
身心障礙青年音樂家」鋼琴比賽 , 以台灣民謠「天黑黑」獲
得冠軍 , 被讚譽是「貝多芬」再世。哲誠與 PDG Ricardo
的結緣很深 , PDG Ricardo不只是精神上鼓勵他 , 更多次為
他舉辦募款餐會 , 集資讓他去奧地利學習鋼琴。哲誠要用這
首 , PDG Ricardo喜歡的歌曲「恰似你的溫柔」 , 來呈現他
的感謝與懷念。 

5  10:20 向扶輪老前輩 
行 敬禮  
PRID Jackson 
追思  

PDG Jackson 「難以開口道再見 ,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 , 讓它淡淡的來 , 
讓它好好的去」謝謝哲誠的鋼琴演奏。「恰似你的溫柔」。
接下來讓我們歡迎 , 前國際扶輪理事 , PDG Jackson謝三連
先生上台 , 談談他心目中的不老頑童。  

6  10:25 奇異恩典, 
新不了情 
廣青合唱團 

廣青合唱團 謝謝 PDG Jackson,因為扶輪 , 大家聚在一起 , 感情勝似家
人。廣青合唱團 , 1980年成立。是由一群殘障青年為主 , 加
上一般社會青年 , 組成的業餘混聲合唱團。多年來榮獲國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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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馨獻唱 外許多合唱比賽的冠、亞軍。曾經參加 1988年在費城舉行
的扶輪社國際年會中演唱 , 讓全場 160多個國家的社友感
動 , 起立鼓掌久久不停。他們今天帶來的 2首歌曲「奇異恩
典」、「新不了情」 , 讓我們鼓掌歡迎「廣青合唱團」。  

7  10:35 影 響 我 扶 輪 運 動
的Uncle Ricardo 
PDG Tony悼念  

PDG Tony 「這一份情 , 永遠難了, 願來生還能, 再度擁抱」感謝廣青合
唱團 , 帶給我們甜美的混聲合唱。接下來邀請前總監 PDG 
Tony, 陳茂仁先生, 談談他與 Uncle Ricardo的結緣。 PDG 
Tony也是這次籌備會的主任委員 , 用心籌畫, 讓我們用掌
聲歡迎他。  

8  10:40 一起向往事乾杯 
PP Dens及 
東區扶輪社永懷  

PP Dens  謝謝 PDG Tony, 談到他心中的 Uncle Ricardo。接下來我
們邀請東區扶輪社代表 PP Dens上台, 談談 PDG Ricardo
與東區扶輪社親蜜的關係。 Ricardo加入東區社, 成為創社
社友, 是在 1964年, 是社齡 47年的元老 , 1970年擔任社
長 , 1984－85年擔任 345地區總監。  

9  10:45 送你一朵勿忘我 
東聲合唱團 
老友獻唱 

東聲合唱團 謝謝 PP Dens。PDG Ricardo對於扶輪社的付出與貢獻 , 令
人感佩。東聲合唱團就是在 Ricardo的強力支持下成立的合
唱團。甚至 , 曾擔任東聲合唱團的團長。東聲合唱團 , 今天
用「送你一朵勿忘我」來獻給前團長 , 這首曲子是由已故前
指揮林褔裕先生作曲 , 作詞人是東區社的黃美雄先生 (PP 
Building)。掌聲歡迎東聲合唱團。 

10 10:50  Unforgettable： 
永 遠 讓 人 難 忘 的
爸爸 
女兒乃莉懷想  

Nellie 
乃莉 

「送你一朵勿忘我 , 送你美麗的花朵 , 它讓你永遠想到我 , 
它讓你忘了煩惱和寂寞」。接下來我們歡迎 PDG Ricardo女
兒乃莉 Nellie上台, 談談她對父親的懷念。 

11 10:55  Amazing Grace： 
親睹奇異恩典 
女婿朱樹勳 

朱樹勳 謝謝 Nellie, 父女情的深切 , 由生活中的一點一滴中 , 可
以體會到。接下來請 PDG Ricardo女婿, 朱樹勳先生 , 上台
談談他心中的岳父。朱院長 , 是心臟科權威 , 開過 7000多
位病人的心 , 創下許多心臟移植手術的歷史。目前是亞東醫
院院長。  

12 11:00 喝 采 ！ 至 少 還 有
你 第 七 分 區 合 唱
團 
溫柔獻唱 

第七分區合唱
團 

謝謝朱院長。第七分區合唱團 , 在 CP Chen的帶領下, 不停
的練唱 , 愈唱愈好, 今天將帶來二首曲子「喝采」及「至少
還有你」其中「至少還有你」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曲 , 曲子
美, 歌詞寫的更好 , 「我怕來不及 , 我要抱著你 , 直到感覺
你的皺紋 , 有了歲月的痕跡」太美了, 讓我們掌聲感謝由 CP 
Chen帶領的第七分區合唱團。  

13 11:10 你是那座 
生生不息的山 
Maunaleo愛孫 
宇舜 &宜平&心
梅&芬妮 獻舞  

Chris 宇 舜 ，
Nickson 宜
平，Tiffany芬
妮 ＆ Pamela
心梅 

曾經讀過 PDG Ricardo的文章裡 , 寫過, 看完孫兒們的表
演 , 實在太精彩, 與妻說, 我們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可想而
知, 這 4位孫子孫女, 都是 PDG Ricardo疼愛有加的心肝寶
貝。我們請 4位上台, Chris, Nickson, Tiffany及 Pamela, 他
們將用說話、表演或影片 ,來表示對爺爺的心意。  

14 11:20 當 我 們 同 在 一 起
兒 媳 乃 杞 & 淑 絹
的感念  

Nicky 乃 杞 ＆
Annie淑絹 

看完 4位孫兒們對爺爺的思念表現 , PDG Ricardo真的是餘
願 足 矣 ！ 接 著 我 們 請  PDG Ricardo 公 子  Nicky 及 媳 婦 
Annie上台, 說說他們心中的感念。  

15 11:25 尋 夢 園 全 體 好 友
合唱 

 有名的「千縷之風」的歌詞中說 , 「我並沒有離開你們 , 我
只是化為千縷之風－在大地中飄逸。秋天時是吹過金黃色麥
田的微風 , 冬天是閃閃發亮的雪花像鑽石一樣, 早上是叫你
起床的小鳥聲 , 晚上是保護你的那顆閃亮的星星」 PDG 
Ricardo永遠在我們心中 , 他只是提前去了一個美麗的夢
園 , 有一天我們又會相聚在那裡。希望大家一起合唱「尋夢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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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專訪  

PDG Ricardo 前總監林華新 

                               南雅社 蔡宇涵 
 

 

爺爺，您回來了！  

101 跨年煙火燦爛點亮台北夜空，2010 年嘎然來到。Helen

很榮幸拜總監月報之賜，在開年第一天帶著女兒約好了 PP 

Amada，拜訪士林 PDG Ricardo 的家。 

久仰 PDG Ricardo 李卡度大名，他是 3520 地區 資深的

前總監，曾任國際扶輪 1984-85 年度台港澳（三四五地區）總

監，是總監選舉制度的推手，是 受敬重的扶輪前輩，是可敬

的成功企業家、樂善好施的慈善家，也是集作家、書法家於一

身的傳奇人物。 

記得第一次與 PDG Ricardo 有較近距離接觸是在 2008 年，當時 Helen 協助華欣社 PP Amanda 的小可樂

果兒童劇團演出新聞宣傳，目睹 PDG Ricardo 慷慨解囊，並專程從夏威夷返國，脖子上掛著五彩花圈，與唐氏

症小孩快樂演出其中橋段，小朋友們一聲聲：「爺爺，您回來了！」叫得老頑童心花怒放，載歌載舞忘情演出! 

嘛好啦，嘸未當有今仔日！ 

 PDG Ricardo 出生於 1921 年，廣東中山縣人，父親在菲律賓中華印書館(華僑商報前身)工作，母親是有

良好家世背景，在美國出生的華僑。PDG Ricardo 在七歲時被母親送上渡輪，獨自一人自家鄉搭船到菲律賓與

父親會面，過後母親也帶著弟弟前往，一家四口遂團圓定居馬尼拉，大學就讀於當地 高學府「菲律賓國立大

學」主修機械。 

   PDG Ricardo 說，年輕時家裡環境不錯，但因為二次大戰發生，馬尼拉的一場空襲大火，摧毀了所有家產，

就連母親存放在銀行的黃金珠寶也付之一炬；戰後百業蕭條，就業困難，原本學理工的他，進入華僑商報擔任

記者，也一路晉升到副總編輯職位，但意外的是被誣陷指控為資深左傾記者，遭當局逮捕後遺配來台，移送綠

島洗腦管訓４年。 

烽火無情，人心難測，談及過往種種，PDG Ricardo 若有所思自我安慰道：「嘛好啦，嘸麥當有今仔日。」

(台語) 

可愛李卡度  永遠的老頑童 

PDG  Ricardo 李卡度本名林華新，在扶輪裡頭「李卡度」的知名度也是響叮噹，Helen 難免好奇追究一

番，得到答案是 Ricardo 與 Richard 相通，是學生時代老師取的名字，久了也樂於以此為名，並用來作自創品

牌「僑大企業」的商標。 

專訪在 PDG Ricardo 家中進行，所以熱鬧非常，除了本尊外，夫人 Judy 及媳婦全程陪同，後來兒子回

來也加入行列。PDG  Ricardo 雖然病後身體稍顯虛弱，但話匣子一打開仍不離幽默本色，比手畫腳還不忘常

常給夫人「突臭」。 

當屈指算來與夫人已經結婚 5３年時，老頑童誇張大叫「冤枉哦，受苦 5３年囉～」；提到當初追求未成年

少女得手後的感受時，也藉口別人說「啥咪，這款赤查某你也敢娶？」；提到年輕時與朋友交際應酬，違反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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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不了家門到那裡去時，老頑童說：「睡倉庫啦！」 

見生命中的貴人 

  俗話常說「女人是油麻菜子命」，男人是「種着歹田望

后冬，娶着歹某一世人」。同樣的一個人只要結對一次婚，日子

也會從黑白變成彩色! 

話說 PDG Ricardo 從綠島出來，便與友人在天母租房做

起美軍窗簾生意，每天騎腳踏車早出晚歸，回來不忘打掃整理

內外後才休息。認真踏實的工作態度，很得隔壁理髮店老闆娘

的喜愛，慧眼識英雄，「這個乖擱肯打拚，雖然窮但是做代誌真

認真，嫁給伊好啦！」，就這樣４年後將自己芳齡 20 的女兒託

付給他。 

53 年來夫妻倆感情恩愛有加，談起相處之道，夫人 Judy

開懷的說：「因為自己很年輕就嫁給他，不懂事又愛鬧，而他總

是事事讓阮」；「剛結婚沒什麼錢，Ricardo 因為疼阮，就請佣

人來幫忙洗衣煮飯。」「Ricardo 是很好的丈夫，下輩子還要和

他在一起，但角色要對換，因為這輩子受他照顧很多，下輩子

要當男生來照顧他！」 

 娶得美人歸的 PDG Ricardo 婚後在工作上也遭遇到一些

挫折，甚至面臨繳不出房租的窘境，還好得到丈母娘從旁協助，在自有土地上蓋起一間小屋，成立一家小小公

司經營美軍家具生意，在接到一筆天主教會桌椅訂單後，生意開始穩健成長。 

男主外女主內是 簡單的分工，PDG Ricardo 在外面跑生意追業績，內部財務全交由夫人處理。夫人為了

扮演好財務大臣角色，除了自學也報名參加管理、會計等專業訓練，從做中學，從學中做，將公司財務處理得

井井有條，並將公司盈餘有計畫性的轉投資在房地產上，為僑大企業奠定堅實的基礎。 

技術本位 溝通無礙 

 美軍來台，家眷用不慣台灣傳統傢俱，當時也沒有人做美國窗簾。PDG Ricardo 因為語言上的優勢，加上

講究品質，口碑相傳，主動上門來的外國人愈來愈多。凡說得出來或有樣式可以參考的，PDG Ricardo 就有辦

法畫出圖樣，標記尺寸為客戶量身打造，技術也在討論的過程中相得益彰，不斷精進。 

  僑大家具的口碑來自於對品質的堅持，除了美觀外施工過程一點不馬虎，大支大支進口木料一定放入游泳

池般的儲原木池浸泡，取出烘乾後才能加工製造，因為這是預防傢俱龜裂，品質保證的 重要關鍵。也因為僑

大家具製作精良，當時很多美國軍官返國前，會指定購買整批運回，連蔣宋美齡美國居所傢俱，有很多是僑大

的出品。 

洞燭先機  靈活轉型 

  PDG Ricardo 的僑大企業經營得有聲有色，期間經過客製化服務、大量生產、以機器代替人力及由出口

轉為進口等數個階段，從一開始的幾名師傅，到全盛時期 2000 多名工人，4000 多坪廠房規模。夫人說 PDG 

Ricardo 有很敏銳的嗅覺，能隨著市場及環境變遷，在適當時機調整或轉型也是成功的關鍵。 

1971 年台灣退出聯合國，美軍撤離加上大批移民潮，客戶上門整批傢俱往國外運，賺錢非常快又容易，是

僑大家具的顛峰。 

行遍天下 最愛讀書 

  PDG Ricardo 長期旅居國外，除了經營事業有成外，也還是位多產作家，當問到其中奧妙時，媳婦淑娟回

答道：「除了做生意外，爸爸 大的樂趣是看書，什麼書都看，出國也是一邊買書一邊看書。」「爸爸以前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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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寫書法的習慣，各種字體都能寫， 喜歡草書，所以除了休息以外，在家大部份時間都在書桌上。」 

  當我們起哄問道誘拐相差 16 歲未成年少女，一路走來是不是很神氣威風，想大丈夫當如此爾？PDG 

Ricardo 說：「命中注定要回來台灣才會當娶到好某，雖然被欺負，嘛欺負甲真甘願啦！」一面說著一面接連著

拿桌上的腰果往嘴巴送，說時遲那時快，不幸被夫人看到阻止，老頑裡乾脆學小孩耍賴大喊「巴肚腰，要吃飯

啊啦～～」 

事業成功最大的因素是「人和」 

 PDG Ricardo 是 3520 地區 資深的前總監，於 1964 年東區社創社時加入扶輪社，迄今 4７年，曾任

1984-85 年度台港澳地區總監，風靡海內外為台灣爭光。當被問到對現在年輕社友有什麼勉勵和期許時，PDG 

Ricardo 說：「正式的話我未曉講」，待定定神後：「 近扶輪常講『社員流失』問題。『社員流失』不是經濟因

素，是涵養的問題。在扶輪裡頭，人家要你做什麼，都是尊重你看得起你，有機會服務別人是一種光榮的事情，

能力不夠沒關係，會有很多人幫助你，這是別種社團無的特色。」     

  此外，PDG Ricardo 認為一個人事業成功的 重要因素是「人和」。社友們要與人友善相處，有能力時多幫

助別人一些，機會就會不知不覺自動上門。 

就像兒子乃杞現在夏威夷經營的養蝦場，完全是一個不一樣的領域，意外的邂逅從旅行聊天開始，從陌生

人變成朋友，後來這個朋友經營的養蝦場遇到一些困難，上門求助也得到舒緩，雖然很多人願意高價收購，但

朋友寧願以較低的價格拜託我們接手，連技術也一起轉移。如今養蝦場已經從當初的 200 坪，到現在開車繞一

圈要半天時間的規模。 

賓至如歸 愉快的元旦假日午后 

  一個下午的訪談彷彿在嘻鬧聲中讓時光倒帶，笑聲圍繞四週，不知不覺三個小時過去，夜暮低垂。離開前

感謝 Judy 夫人熱情招呼參觀居家臥房。夫人愛花，戶外庭園綠意盎然，一排高高櫻花樹已悄然卸下綠色妝扮，

樹枝上偶有小花探出頭來，即將迎接繽紛色彩來到!   

  回到室內，客廰上方大片玻璃帷幕高掛，拉開窗簾可以躺在沙發仰望夜空星河，神遊浩瀚宇宙很是特色！

色彩高雅的花藝作品恰到好處地裝點在室內角落，兩座靠牆儲櫃收藏著年代久遠的扶輪紀念品，閤家歡樂影像

及泛黃扶輪老照片，都可見女主人的賢慧用心。 

再含一口香淳滋脆夏威夷巧克力豆，唇齒留香，這真是一個愉快難忘的 2010 元旦假日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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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他的生命本身為工具來表現人生 

盡在自我，探索自我中找到最好的自己 

扶輪最大的贏家 
國際扶輪第 3520 地區 

1999-2000 年度 總監邵偉靈 Dens 撰文 

 

或許是： 

他對孩提時期保持至今〝赤子之心〞的追尋； 

他本來就久藏心裡〝大破大立〞的雄心； 

於不斷追尋中體會到〝自由〞的迫切需要； 

那份真正自我源源不絕、收放自如、並且對輕鬆與幽默韻味的飢渴； 

自我於壓力與束縛的逆境之下，究竟能釋放出多少與人不同能量的企圖； 

如何發揮自我、超越他人的自我肯定。 

他參透了〝捨得！捨得！有捨才有得。〞那句禪語。 

  在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告別式中，除了大夥兒又慶幸著能聚在

一起共享彼此情誼，一起回顧他那過往豐富結實的日子，並且分享他於作

品中表達了對生活的滿足與對生命的喜悅和禮讚。同時又讓我回想起在我

加入扶輪運動的次年度（1983-84），就感受到當時擔任本地區的總監林

華新 PDG Ricardo 是位極富幽默氣質的前總監。初次聽他演講就被他妙

語如珠，詼諧、幽默、風趣平易近人的風範深深的吸引。深一層的了解，

才又發現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極具使命感，他為了改變當時一般

扶輪社例會如同教堂裡嚴肅的氣氛。他非常努力督促要求自己在各社公式

〝不管扶輪知識多麼重要，決不回炸油條，不要呆板的理論，要尋求新的

資料。並且，用正面也有反面的敘述方法，抓住聽眾的興趣。並利用現場

發生的情形以幽默的方式作為開場白來打破現場過於嚴肅的氣氛。〞他這

種常常不以正面的說理而以側面的說笑來表達扶輪某些嚴肅的概念方

法，反而使我們更容易潛移默化。 

 

自由是沒有拘束、沒有限制，海闊天空任你遨遊，青山綠野任你倘佯。 

傳統，卻讓人們感受到代代相傳的治學敬業精神與謙虔踏實的思維。 

然而傳統限制了自由，自由卻會推翻傳統。 

 

  其實在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身上就存在一種「自由」與「傳統」非常奇妙的組合—到處都可找到對立

與糾葛著的〝自由〞與〝傳統〞，形成一種互動與衝擊奇特的情境。因而，他不論是在書法與寫作探討凝聚力之

美外，且於其言談之間糾葛著嚴謹、輕鬆與幽默的取與捨。然而他個人總覺大夥兒的思潮都受限於客觀的因素，

有種過分嚴謹與裝飾而欠缺輕鬆與幽默韻味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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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10 年 9 月 15 日（星期三） 9:30-11:30 

         不老頑童 PDG Ricardo 音樂響宴   地點：中油大樓國光廳 （台北市松仁路 3 號 1 樓） 

〝盡在自我，探索自我。〞 

  於其悠然自得的扶輪生涯的生活中，林華新前

總監 PDG Ricardo 不但認真的〝盡在自我，探索

自我。〞地去尋求如何做到傳統的突破。他更會

擁有一顆站在社會上那些弱勢人們立場去替他人

設想的「惻隱之心」，去同情與關懷周遭的人、事、

物。而他在這 40 多年來的全心全意於扶輪運動中

去作那所謂的〝盡在自我，探索自我。〞之旅中，

身為粉絲的我，在多次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迷人的親和力產生歡愉的互動的情境中，看著他對大自然總

是燃燒起他那巨大的熱愛，而面對人世的悲苦卻又以深沈的悲憫和敏銳的關懷。因此，他那份從自我源源不絕、

收放自如、兼顧傳統要求的動力與創意無限延展的自由生命力，頓時讓我覺得他真是位 具表達扶輪生命力的

創作者，他不僅僅只是以畫筆、槌子、黏土、畫布，而更以他的生命本身為工具來表現人生的一位〝生命的藝

術家〞。 

 

  然而於此告別式中蓋棺論定之際，卻替他能於其人生找到〝最好的自己〞（one's best）這個句點而歡心不已。

不但讓我如同蕭伯納般常常在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幽默的背後找到了真理」，讓我深深覺得他實在是位

值得敬佩的豁達、隨和、智慧的扶輪幽默大師外。更讓我個人認為他不只是位以他的生命本身為工具來表現人

生的〝生命的藝術家〞，同時，更是一位於扶輪運動中持恆、持守、持續的行動了數十年，盡在自我，探索自我

中以〝幽默的闡述著扶輪〞，因而找到〝最好的自己〞（one's best）。所以我個人認為他實在是一位 

 

〝扶輪最大的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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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扶輪秘書長 Ed Futa 發給林華新前總監 PDG Ricardo 逝世之慰問函 

 

2010 年 9 月 13 日 

 

敬愛的前總監夫人 Judy 

 

驚聞林華新 Ricardo 前總監逝世，本人備感哀痛，並謹代表國際扶輪社長雷‧柯林根史密斯與理事會全體理事向

您與您的家人申致誠摯哀悼之意。 

 

Ricardo 前總監在他身為扶輪人及台北東區扶輪社創社社員長達 46 年的歲月人生中真正反映體現了扶輪的座右

銘「超我服務」。您對扶輪的支持及參與，尤其在 1984-85 年 Ricardo 擔任地區總監期間，備受感激。我深信

您透過扶輪結交的朋友將會協助您撫慰喪失至愛的傷痛。 

 

Ricardo 前總監逝世的消息將會編入下期英文扶輪月刊 The Rotarian 之中。 

 

Ed Futa 

秘書長艾德布田 敬上 

 

副本抄送： 國際扶輪理事李恆奎 

           3520 地區總監蘇一仲 

           台灣台北東區扶輪社社長錢庸 

 

 

 

Rotary Year 1984-85 

RI Theme: 

Discover a New World of Service 

1984-85 年度國際扶輪主題 

發現新的服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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