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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長盃暨五月份高爾夫球賽獎  
得獎名單

淨桿冠軍 張瑞仁 前社長 P.P.Bueno
淨桿亞軍 王經祿 社長 Terry
淨桿季軍 林當煒 社友 Joe

敬祝生日快樂
洪學樑 前總監夫人 (06.04)P.D.G.Carbon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曹永央 社友 (77.06.05)Schooling ♥
江惠貞 女士 (結婚二十八週年紀念日 )
黃　檉 社友 (93.06.06)Tech ♥
賴怡君 女士 (結婚十二週年紀念日 )

永結同心 鑽石婚紀念
高明正前社長 P.P.Koly與夫人高洪雪鄉女
士於 6月 6日歡度結婚六十週年，祝福兩
位永遠幸福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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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橋扶輪社第 2568 次例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花絮

北大光榮社授證一週年紀念慶典 
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 105年6月3日(星期五)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三峽鼎上食府(三峽復興路233號)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P.P.Lucky、 

Bank社長當選人、Truck祕書、
Duke

板橋扶輪社授證 49 週年紀念慶典
時間： 105年6月10日(星期五)
地點： 台北天成大飯店TICC世貿會館3樓宴

會廳(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1號)
當天備有遊覽車

下午 4：0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4：10 新埔捷運站2號出口—馥華飯店

＊ 敬請社友及夫人於下午5：00前抵達會
場，合拍大合照，謝謝。

＊當天請配帶今年度領帶，謝謝。



扶輪有約．快樂向前

作者：李則儀 同學

小小世界裡

「大家常歡笑，眼淚不會掉。時常懷希

望，不必心驚跳。讓我們同歡笑，這個小世

界，小小人間多美妙。」歌聲響起的同時，

我開始跟著輕唱，想像中應充滿歡笑美好。

然而，明亮的燈光照在孩子們的臉龐上，一

張張竟是漠然。

這裡是早療中心，此刻是自閉症的團體

治療時間。身為一個受訓中的實習心理師，

我穿著厚重的白袍，滿頭大汗地拉著他們的

肥嫩小手，希望能轉動起孩子的熱情。時間

一分一秒的過去，團體已進行半個小時，小

比還在滿場繞圈圈，阿實仍坐在椅子哭，恩

恩坐在椅子上咬著自己的衣服。

另外兩位資深老師早就告訴我，進團體

前要有心理準備。當初還自信滿滿的說，小

比交給我就好，但我繞著他滿場追，幾次想

把他一把抱起，無奈蠻力不敵幾顆小小尖

牙，一下子痛得縮手，又給他跑掉了。

團體時間尾聲，打開門，家長們紛紛進

來帶孩子。楊老師對家長說明這一個小時來

的情況，每個孩子都在自己的步調裡有著小

小的進展。小比沒有跑出教室、阿實沒有拉

著媽媽，恩恩可以穩定地坐在椅子上。

早療中心，顧名思義是發展遲緩的孩子

們接受治療的地方。還是學生時，我就心嚮

往之，想在這樣的單位受訓、陪伴孩子。來

到這裡兩個月，從開始的觀摩到後來的實際

操作，面對的是一個個真實的生命。

每個早上，我們進行衡鑑評估：我觀察

孩子的一舉一動，希望能由小見到的看到他

們面對的疾病或困擾。每個下午，機構安排

團體治療：自閉症團體中，我看到不笑的孩

子，心繫單面鏡後哭泣的家長；過動症團體

中，我拉著轉動的小馬達，心念門外喘息片

刻的爸媽。

或許是因為心念上沾黏了太多事物，每

天回家都好疲倦，頭放上枕頭就睡了，有段

時間覺得好苦，不只是身體上的，更是心理

上的。心上其實明白得很，有些人終其一生

都不會好起來，帶著病痛與苦難無名歿世。

就是因為太明白，所以覺得自己可以給出些

什麼，是件美好的事。

在這個小小世界裡，期待多點歡笑，少

些眼淚，常懷希望，免於驚恐。這些所做所

為，只是期待一個瞇起眼的笑容而已。在辛

苦中成長的孩子們所示現的自由，對我而言

就是返身的禮物。

巧笑倩兮，小小世界禮。

遙遠小鎮上

溽暑七月，火車在縱谷間的小鎮停下，

預計來此停留半年，在這裡的成人精神科受

訓，成為一個更好的臨床心理師。

玉里是台灣精神科的後花園，一些在社

區中無法治療、處理的精神科病人，轉啊轉

的就會轉介到這兒來長期安置了。說到精神

疾病，很多人可能都會聯想到暴力攻擊、好

像那些電影才會出現的變態殺人魔都在這裡

集中，其實那都是汙名。一般定義嚴重精神

病，主要是受到幻覺跟妄想的干擾，與殺不

殺人並無直接關係。

病房裡做了幾個衡鑑，但有兩位特別喜

歡找我說話，每次進病房，阿聖跟大偉要找

我晤談。阿聖，因患思覺失調症而來本院治

療，每次都問媽媽為什麼來探望，哪時可以

出院，阿聖以「爐」出名，剛開始我是有點

煩的，但持著敬業心態，還是坐著與他好好

說話。大偉也是思覺失調症患者，略帶點智

能不足，在本院已待了二十多年，每回看到

我都要細說從頭，問哥哥寄的包裹怎麼還沒

到，打電話回家為何沒人接，身為菜鳥的我

也不知道要怎麼回應。兩人的問題，我都憑

著「野性的直覺」回答，或許是因為太誠懇

了，他們兩位特別喜歡找我會談。

有天早上，阿聖突然興高采烈地跟我

說，媽媽要來探望，問我可不可以陪他一

起。不懂那個場合為什麼要出現，我還滿頭

一生醫事願  「成為獻給世界的禮物」徵文首獎作品



In Rotary we trust, with happiness we march

霧水的問了一句：「你確定是找我嗎？」「是

啊，因為醫生也會在，社工也會在，你在我

比較放心。陪我嘛陪我嘛陪我嘛……」

阿聖在大「爐」特「爐」的同時，大偉

也來了，跟我說他明後天就要去慢性病房，

然後慢慢的說：「心理師啊，我來這裡二十

年了，從沒有人跟我這樣說話。大家都覺得

我很煩，說我會說錯話，只有你還拿文章給

我看，還會教我怎麼說話。」

我突然覺得很感動，那一刻我有所體

悟。一直以為自己在付出、在陪伴他們，其

實也同時被他們陪伴著。或許對病人來說，

醫療團隊工作人員是他們的禮物，但同時，

他們也承接了醫護們的滿腔熱血，並給予回

饋。

不只是阿聖跟大偉，其他病人也是。在

這個複雜的社會上，還有幾個人會像他們這

樣毫無心機地表現自己，說出真實的話語。

無論在病房裡頭或外頭，都看到一種樸實無

華的真誠。

遙遠小鎮上，裡裡外外，余心有寄。

日薄西山時

飛馳的普悠瑪號載著一顆懸吊急切的心。

父親病危，我從玉里匆忙趕回台北。從

這間醫院到另一間醫院，恨不得有任意門。

到了醫院我也束手無策，隔行如隔山，在精

神科的領域或許還行，但在胸腔科我是個大

外行。

晚上，安寧醫療團隊的醫師來到我們面

前，介紹關於安寧醫療的種種。雖是在陽光

室晤談，但夜幕低垂後其實已不見光明，一

如我此刻的心情，父親現下的狀況。

父親早已簽下同意書，因此並沒有太多天

人交戰、無法決定的掙扎。我擔心的是活著的

家人，心上不平靜已經好幾天了。雖身為心理

師，我不知道怎樣才能讓母親安心一點。

「人一旦進入死亡的歷程，便會相繼產

生四大要素分解的外在徵象……」林醫師說

起這段話時，母親極為認同。母親是佛教信

徒，但我並沒有全然接受，因此對於這些生

死觀並不了解，也無法與之對話。

林醫師幫了這樣的忙。在母親最不安定

時，給予了安慰、建議、以及陪伴。

醫療團隊盡了最大的努力，父親的生命

仍走到盡頭。他過世後，我有幾日的失眠，

自己也到精神科去就醫拿藥，並進行了好一

段時間的心理治療。

對於平常也在為人做心理治療的我來

說，這樣的經驗非常特別。我遇到很好的醫

師，感覺他們的或機巧或冷靜或安慰的話

語，對當時的我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禮物。

日薄西山時，銘存感激莫忘其心。

一生醫事願

我們都是人，都會生病，從兒童、青

壯、到老年，都不免有要進出醫院的機會。

對於一個醫事人員來說，在惡劣的醫療環

境中，面對人世間的生老病死，再堅硬的心

志，都容易成為破碎的紙花，不忘初衷是很

困難的事。

起初我不是特別明白，自己為什麼要走

入這個領域。覺得自己的心志不是特別堅

強，也不覺得有聰明到可以讀懂人心。近期

我才漸漸明白，有些事不是明白通透了才去

做，而是做了才能清楚明白。

從兒童的早療、成人精神科、到老人的

安寧醫療，一生與醫事相關。那些得之於

人，出之於己，通通都是人間的禮物。在醫

院除了生老病死，更在人與人的關懷中看見

光、恆、定、信，你我都是彼此的禮物。以

付出為經，以接受為緯，網起了這個不完美

的世界。

我的模模糊糊，跌跌撞撞，終於有了方

向 -----謹以我的一生醫事願獻給這個世界。

新北市福利旺授證六週年慶典 
暨交接典禮

時間： 105年6月4日(星期六)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徐家堡婚宴會館 
(新北市樹林區保安街一段329號)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P.P.Lucky、
I.P.P.Alex、Bank社長當選人、
Truck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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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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68次例會 5/29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1名　補出席人數：20名
出席人數：54名　免 計 出 席： 9名
缺席人數： 8名　出　席　率：9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 Art, Jacky, Seven, Tech, Tile, 
Wealth, 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P.P.Jasmine 土城山櫻扶輪社 本  社
胡樂 RYE Inbound學生 本  社
Rina RYE Inbound學生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519,093
Infinity 第四期 4,250
James 第四期 4,250
Archi 第四期 4,250
合計 12,750
累計 1,531,843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Life 5/30夫人生日快樂 1,000
Trust 6/1夫人生日快樂 1,000
Printer 5/27結婚週年快樂 1,000
Bank 6/1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4,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69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02 日

●  授證 49週年籌備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70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09 日

●  適逢端午連假，休會乙次

節 目 預 告　第 2571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16 日

●  原訂六月十六日 ( 星期四 ) 中午之第
二五七一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授證

49週年紀念慶典，變更例會時間於六月
十日 (星期五 )於台北天成大飯店 TICC
世貿會館 3樓宴會廳舉行。

節 目 預 告　第 2572 次例會
105 年 06 月 23 日

●  下屆社務行政會議
●  召開 6月份理事會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一週年紀念
慶典暨交接典禮

時間： 105年6月5日(星期日)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上海銀鳳樓(板橋區中山路一段2號3樓)
參加人員： PP Building、PP Miller、PP 

Lawyer、I.P.P.Alex、Bank社長
當選人、Truck祕書、Stock、
Life、Wireless

新北世界扶輪社創社授證慶典
時間： 105年6月12日(星期日)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鼎上食府(新北市三峽區復興路233號)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Bank社長當選人、 

Truck祕書、Mark、Tiger

樹林芳園扶輪社授證十八週年 
紀念慶典暨社長交接典禮

時間： 105年6月15日(星期三) 
下午5：30註冊 6：00開會

地點： 永寶婚宴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新樹路170號)

參加人員： Terry社長、Bank社長當選人、 
Truck祕書、Jud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