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5月 9日  第 1719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牧師林慶台先生、牧師夫人宋

月娥女士、新北城星扶輪社社友呂理霖先

生(Cube)、社長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

社長當選人 Polo 夫人黃芳珠女士、

P.P.First 夫人 郭麗玉女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

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

P.P.Cathay 夫人吳佩璇女士、P.P.Al 夫

人徐文美女士、P.P.Roberta 夫人陳又禎

女士、P.P.Hero 夫人董秀琴女士、

P.P.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Junior 夫

人江琇珍女士、Bright 夫人王麗雯女士、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小

姐、秘書沈彥廷先生、團務賴俊鵬先生、

國際楊立楷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

臨本社。 

敬祝P.P.Otoko、Coach、P.P.Hero、Tetsu、

P.P.George、P.P.King、D.G.N.Wood、

P.P.Roberta、P.P.Lobo 夫人、Obama 夫

人、Taylor 夫人、P.P.Hero 夫人、

P.P.First 夫人、P.D.G.Trading 夫人、

P.P.Smile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P.P.Shige、P.P.Fuku、Justice、

Stone，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你」、自選曲「一切 

來自愛」、「青春活潑又美麗」、「往事

只能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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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吳昕蓓小

姐報告團務並祝福各位Auntie ⺟親節
快樂! 

 社長張正鳴 P.Jason、青少年服務主委

翁仁禮 Leo 代表本社頒發下半年度經費

五萬元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

吳昕蓓小姐。 

 代理出席謝堂誠 P.P.Land 報告上次例

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感謝社長夫人邱碧霞女士準備鳳梨

酥分享與會人員。 

(2). 感謝第五組爐主：Decor、Dental、

P.P.ENT、P.P.Eric、P.P.Hero、

Junior 、 Mars 、 P.P.Otoko 、

P.P.Roberta、P.P.Sky、P.P.Smile、

P.P.Stock、Tiger、D.G.N.Wood 準

備禮券致贈全體社友，並祝福社友

夫人們母親節快樂!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五月份理事會，

敬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4). 授證 33 週年邀請卡已放置各位社

友桌上請攜回，此次授證採用套餐

方式，因為要麻煩社友登記出席人

數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5). 4-6 月份社費繳款單已放置名牌架

上，請大家攜回並於下次例會時攜

帶費用繳納。 

(6). 2021 臺北國際扶輪年會註冊費早

鳥優惠價為每人 USD315.(約台幣

一萬元)，為鼓勵社友夫人參與這

場國際盛會，社內補助在早鳥優惠

價期間報名之夫人只要繳納三千元

註冊費，差額將由歷屆結餘補助，

請各位夫人別錯過此次的補助。 

 社友翁仁禮 Leo 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慶台先生 

出生：49 年 10 月 17 日 

學歷：神學院畢 

曾任：自耕農、自由業、演員 

現任：神職人員 

榮譽：家扶中心  

上帝扭轉的人生 

 

 

 

 

 

 

 

 

 
 

牧師 林慶台先生 

我是牧師也是演員，以前被霸凌喝農藥、每天

喝酒，醉後 6 度自殺，都沒死成。 

「我想這大概是上帝不希望我死吧，因為祂

還需要我。」 

我 27 歲之前，我不是個真正的基督徒。 

父親早逝加上早期部落的國民教育與部落文

化落差，我國中畢業後就獨自前往都市學習

一技之長；在都市受到漢人欺負毆打時，在人

家的領域裡也只有壓抑，不得已回到部落後，

失志的我開始抽菸喝酒打架鬧事。 

但是我父親在民國二十幾年時，他是第一代

原住民牧師。父親是在祖父與頭目都反對的

情況下堅持基督信仰。當時，不管是我爸爸還

是所有開拓者，都曾會受到很大的阻止。那時

原住民信的是傳統民間信仰，尤其不能放棄

的，就是「一定要殺人頭」。但我爸開始成為

基督徒的時候，因為聖經說不可殺人，這兩者

就衝突了。 

當我爸確信這福音是他所追求的、是他需要

的、是他一定要信的，他毅然決然，走了二三

十公里到許多原鄉部落，遇到任何人都說耶

穌愛你，傳講耶穌的福音。 

但是常常遇到那些不信耶穌的人，看不起他、

罵他、毒打他、誣賴他。因此，在我父親傳講

的這幾年，身上到處都是傷。但我父親已經算



很幸運了，當時有很多跟他一起信耶穌開拓

傳福音的人，不知不覺消失的人很多，我父親

是唯一一個存活的人。現在原鄉部落有這麼

多教會，大概是那代的人所建立的成果。 

為什麼我們原住民總是弱勢？ 

原住民在台灣歷史上，經過許多時代的變遷，

比如日本人殖民，我自己所看見的認知是，日

本人要的是台灣的資源財產，尤其是中央山

脈的檜木群。因此日本殖民時代，將許多原住

民移居到平地（理番政策），賽德克巴萊所描

述的也是這樣，霧社事件之前還有太魯閣戰

役等，原住民在殖民時期都是這樣被犧牲。 

霧社事件發生時，很多原住民互相支援響應

的，但當時因為區域的關係，有些太遠無法支

援。當時莫那魯道從小看到日本人欺壓自己

的同胞，他因此體悟到這件事情不可以再發

生。如果不反抗，那我或是我的同胞將來會如

何？ 

我記得我小的時候，開始學習國語，讀ㄅㄆㄇ，

對我來說，那不是個容易的東西，泰雅族為什

麼要學這東西？對我們來說根本不重要，但

是政策如此，我們也只好學了。老師每天都在

等你，威脅利誘叫你學習注音國字，這些我們

原本不認識的國字，學起來真難，還常常因此

一天到晚被打。 

這情形不只是我們原住民，閩南和客家人的

族群其實都一樣有過這種歷程，這樣被強迫

去學習一樣文化或語言的時候，心裡有甚麼

樣的想法？那又是多麼大的心靈壓抑？ 

我因為信仰才有今天 

我很感謝神，過去不平等的待遇。在我長大了，

我有能力可以報復的時候，沒有選擇報復。因

為時代，我們不得不把生活中很多東西改變

了，我們把很多文化習俗都改掉或遺忘了。對

我們而言，好的地方是，我們也有跟生命有關

的改變，那就是接受了基督的信仰，原鄉部落

有百分之九十都是基督徒。原住民之中許多

人的生活，看不到未來，如果不是教會建立在

部落，我相信原住民這種失去目標和未來的

狀況會更嚴重。我們信上帝，世界無論如何改

變，或我們日子改變，也無法改變我們對信仰

的追尋。我們因有著信仰才有今天。 

台灣是被上帝祝福的地方，一切因為愛，用愛

來轉動社會，才有幸福 

我是個平凡的人，我不是什麼超級名人。我在

拍電影的經驗中深深體會：上帝要我們做什

麼，即使我們不懂祂為什麼要給我們這麼艱

鉅的任務，應該還是要去做。就像祂要我去演

賽德克巴萊一樣，相信只要你去做，也會有一

樣的成就。我們教會有很多志工，即使推動得

很辛苦，但我相信上帝已經預備好一切，我們

應該在這時代做更多的服務。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林牧師精彩

演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報告本週例會紅箱收

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五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5 月 9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洪敏捷、葉進一、 

劉炳宏、黃伯堯、張正鳴、翁仁禮、 

羅國龍、羅致政、林振哲、劉炳華、 

黃健豪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第一案：審查四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

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國際扶輪 3490 地區辦公室來函調查各

社是否同意將活動結餘款，交給地區

統籌後再統一捐贈給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或各地衛生局作為此次新冠肺

炎疫情使用。請討論。 

決  議：不同意。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應用媒體藝術組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商寧真小姐 
 

選心愛且一出社會註定薪資高的科系，理當幸福，可惜許多行業起頭不

高，以喜愛作為優先考量，除非天資聰穎，大部分得熬過青貧時期。我喜愛的

設計影視產業正是低薪加班行業，久之，生活壓力會讓你喘不過氣，你沒足夠

資金與時間，學你想學、實現理想，導致仍無法自在地快樂。你可靠超強意志

飆升能力、想辦法熬過，或先做不太喜歡的工作，等資金充足再跨入，或許較

快達到目標，不過要過段痛苦時期，可人生苦短，因此，我仍選前者。而要改

變青貧，首先就須被賞識贊助，不過很多人能力和態度皆不分軒輊，即使天生我材必有用，

總有人落空或取代，只能以積極到達水平、良好的品格修養，有明確目標勇於挑戰，才可能

被看見。 

很榮幸這次被扶輪社看見，也很感謝照顧社友願意支持推薦，使我得到該獎學金，更感

謝成立了扶輪社這樣的單位來建立的碩博生獎學金機制，還有全台碩博生有聯誼互助交流平

台。碩博生的獎學金機會相對於大學生一直以來都處於短缺狀態，大多數提供獎學金的單

位，通常會認為至少能資助讀到大學就夠，能讀到碩博士，代表有一定能力去賺到學費與生

活費，首要目標應放在大學生，雖然理論上是這樣沒錯，但碩博士學費相對高昂，又有研

究、創作費用，加上不一定是讀本科。像我非本科，則必須付出更多時間心力去學習，於是

便無暇賺取讀研究所的開銷。或許大多數單位沒想到這點，或認為這些人占少數，大學生比

例上較多，因此仍以大學生為主，於是大學生就這樣占據了大部分的各種資源，當然讀碩博

的人都經歷過大學生，不過大學時期不一定有好好利用這些資源，像我在大學，就不知道這

麼多資源，只知道到處旁聽課，在碩一時，才發現獎學金頁面充斥著大學生獎學金，難尋碩

博士獎學金現象，原本認為碩一沒成績就不能申請，也沒有仔細探尋，直到碩二仔細研究發

現雖為時已晚，但好險至少有得到此筆獎學金，減輕創作負擔。不過由於預計將讀研三年，

再交換半年至一年，只期許明年還有機會獲選，並得到更多單位提拔，相信即使在才華出眾

者中，我或許只是個有潛力但不明顯的人，但若受到資助使能努力去發揮，肯定有發光發熱

並反饋的那天，再次由衷感謝能得到此獎學金。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李柚蓁小姐 
 

我是 19-20 扶輪獎學金受獎學生李柚蓁，目前就讀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

理研究所碩士二年級。非常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的 uncle JASON 推薦我，讓

我能夠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所頒發的獎學金。這份獎學金對我而言，不

僅僅只有獎學金本身的資助，背後更重大的意義在於，除了加入扶輪社這個

溫暖的大家庭之外，更能結交許多不同領域上的優秀學生，在此拓展人脈，

能成為扶輪社的一員對我來說與有榮焉。 

過去在大學畢業後曾經從事廣告文案的工作，但因為收入難以與生活支出平衡，因此跨

領域從中文系跨考了資訊管理研究所。不過因為非本科系之學生，因此在準備考試上已花費

了大量金錢在補習以及考試報名等支出上，當我正式成為資管所研究生時，我能使用的生活

費已經所剩無幾。當初在找指導教授時，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教授非常擔心我在就學期間的

生活費用。同時我身為非本科系的學生，學校規定在畢業前必須額外補修 7門基礎學科。在

這個情況下，本身因補修限制不只難以準時畢業，同時因為補修課程需額外花多餘時間上

課，亦難以有課餘時間打工，若是同時進行補修課程以及工讀，那畢業時間又會遙遙無期。

在當時指導教授甚至提出願意資助金錢到我順利畢業為止的建議。所幸在危急之際，我申請



到了扶輪社的獎學金。這份獎學金讓我得以安心進行碩士課程，更能幫助我在學術研究上能

心無旁鶩的衝刺。 

這筆獎學金對我來說意義非凡，除了紓解經濟上的困頓之外，同時也像是肯定了我在學

業上的付出，證明了自己就算從零開始，只要努力付出，也會獲得成就。另一方面，在參與

扶輪社例會之時，所拓展的人際關係、與各領域優秀菁英相識交流，更是一大收穫。同時也

暗自發願，若有朝一日能飛黃騰達，必要像扶輪社的各位 uncle 和 aunt 一樣，幫助更多努力

向上且亟需幫助的學生。使這個正向的循環能延續下去，使社會能夠更加進步和諧，我打從

心裡尊敬各位扶輪社中的 uncle 和 aunt，也非常感謝你們的幫助及付出。 

同時我必須感謝我的家人以及指導教授—許巍嚴教授。能得知扶輪社獎學金的資訊，是透過

我弟弟的介紹。而指導教授的指導以及推薦，更是我能獲得獎學金的一大助力。最後更是要

再次感謝板橋東區扶輪社給我這個機會，使我能參與成為扶輪社的一員，謝謝！ 

邱明政獎學金-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許芳綺小姐 
 

覺得很開心也很榮幸能夠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獎學金。今年剛就讀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的特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許多事情都

還懵懵懂懂的，除了適應學校的環境及課業外，也必須開始思考未來自己的研

究應如何進行，研究計畫如何設計，包含研究方向、研究目的、研究主題及研

究方法......等。這些問題是有朝一日會面臨到的考驗，而因在新北市家扶中

心督導與老師的協助下，讓我提前開始進行這些問題的思考及統整，並努力地

先擬定出一份研究計畫之初稿，由於目前尚未有指導教授，所以自己的研究題目在未來也可

能會有些許的調整，但至少自己因為申請了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獎學金，提早開始著手進

行自己的研究論文，也要督促自己要盡快找到指導教授，才能在與指導教授討論過，確定自

己未來所要進行的研究題目，期許自我能夠一步步循序漸進的順利完成自己的論文。 

自己能夠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獎學金，真的需要感謝非常多人的幫忙及鼓勵，首

先要感謝就是我的照顧社友邱明政先生，感謝他提供此獎學金並協助我未來在扶輪社的各種

事項，真的非常感謝他，讓我有這個機會能夠獲得此獎學金。接著要感謝的是板橋東區扶輪

社，很謝謝板橋東區扶輪社對我的推薦與照顧；也很謝謝新北市家扶中心的督導及老師，如

果沒有督導及老師我也不會得知與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之相關訊息，申請過程中有遇

到一些困惑及疑慮，督導及老師都很樂意與我一同討論，並尋找解決方法，真的十分感激督

導及老師的幫忙，我才得以申請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獎學金且獲得此獎項。 

獲得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之獎學金並不是一個結束而是另一個開始，是一個嶄新的的學

習之旅，除了要完成自我的研究論文外，扶輪社也提供了許多活動及課程能夠參與，可以透

過這些活動及課程更加充實自我，也可接觸到來自四面八方不同領域經驗十分豐富且優秀之

學長姐與同學，這些都是十分多元的學習管道，期許自己未來能獲得更多寶貴之經驗及資

訊，讓自己不再徬徨和迷惘。最後再次感謝扶輪的照顧及協助! 
 

第 33 屆第三組內輪會 

*時間：5月 26 日(星期二)12:00 

*地點：藝奇新日本料理-板橋麗寶店(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3號 6樓) 

 



本週節目 

五月十六日 

第 1720 次例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所應用媒體藝 

術組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商寧真小姐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管理所碩士班二年級學 

生 李柚蓁小姐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早期療育 
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 許芳綺小姐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三日 

第 172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國騰 Life 

主  講  者：小提琴家 陳敦邦先生 

講      題：如果黑暗無盡頭，何不讓音 

樂照亮生命 

 

敬祝 生日快樂!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徐明偉秘書夫人(65.05.20)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徐明偉秘書(95.05.17)14 年 

 

分攤捐款 承上期：  $942,760

Cathay 5,200 Life 5,200

Frank 5,200 Masa 5,200

Hero 7,700 Otoko 5,200

James 5,200 Roberta 5,200

Justice 5,200 Will 10,400

Land 5,200  

小計：     $64,900 總計：  $1,007,66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9 日 第 1719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Dental、Decor、

Frank、Kay、Kenny、Obama、Tetsu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05 月 09 日 第 1719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161,000

Al 1,000 Land 1,000

Benson 2,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4,000

Coach 2,000 Mars 4,000

David 2,000 Masa 1,000

ENT 1,000 Master 1,000

Eric 1,000 Otoko 2,000

First 2,000 Roberta 3,000

Frank 2,000 Shige 2,000

George 10,000 Sky 2,000

Hero 5,000 Smile 4,000

Jack 1,000 Stock 2,000

James 2,000 Stone 2,000

Jason 3,000 Sun-Rise 1,000

Jey 1,000 Taylor 2,000

Junior 1,000 Tiger 1,000

Justice 2,000 Will 1,000

小計：    $73,000 總計：   $1,234,000
 

扶青團 承上期：   $10,500

David 1,000 Eric 1,000

小計：     $2,000 總計：     $12,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