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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台北北區扶輪社組團訪問！
本週節目（第1770次例會）
主講人：盧建彰 導演
講 題：在你裡面的比世界更大
學 歷：中山大學企管系
經 歷：奧美廣告文案、智威湯遜創意總監
現 職：導演
著 作：《世界不會變好，但你－可－以》
作 品：《下一個十年。金士傑篇》（破億瀏覽數，未
購買媒體）
主要獎項： 時報廣告金像獎影片類交通項金獎（Mazda 5
狗狗篇、Mercedes-Benz S-Cclass許願篇）
介紹人：Jake社友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12）
陳正修 先生－主講人
劉聯穎 先生－財團法人新北市基督教晨曦會人資部主任

PP Lease高球聯誼賽通知
活動日期：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12:00
活動地點：東方高爾夫俱樂部
擊球費用：會員NT$2,730｜來賓NT$3,970
活動流程：11:00 報到，於球場餐廳用餐＞12:00 開球
＞16:30 K歌時間（樂隊：小李飛刀二人
組）＞18:00 頒獎＞18:30 晚宴、歡唱
晚宴交通：將視登記狀況決定是否派車
※ 敬請全體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十一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本週喜慶社友（10/12~10/18）
陳林添花（William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0/19
張瑛芬（Philip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0/19
陳文祥（Vance社友）與鄭文枝女士結婚42週年
紀念日快樂
10/25
森本貫也（Khan社友）與王麗凌女士結婚24週年
紀念日快樂
10/25

時 間：2017年11月21日（星期二）11:51開球
地 點：東華球場
費 用：NT$2,956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

第三分區暨PP Quentin助理總監盃高球聯誼賽
時 間：2017年11月24日（星期五）12:00開球
地 點：大溪球場
費 用：NT$2,700 all in
餐敘暨頒獎：球場餐廳
※ 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出席報告（10/12）
總社員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人數

出席率

80

42

5

85.45%

請假缺席11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5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下週節目預告（10/26）
▲上週喜慶社友Audio與PP P.J.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月底例會

扶輪改善世界

福音戒毒～把狼變成羊的工作
主講人：陳正修 牧師

彭社長、歷任社長還有各位社友，大家午安！
我想就用很短的時間來稍微補充一下剛才我們劉主任的
分享，以及一點點個人生命故事的見證。其實我個人的故事
並不重要，我覺得社會上有些工作和有些需要遠比我自己的
故事重要多了。大家看到剛才劉主任放映的ppt中的相片，其
實那棟房子相當的簡樸，我們過的就是非常簡樸的生活，如
果要我用簡單幾個字來說明晨曦會的工作內涵，我會說「簡
樸、愛、真理與榜樣」。
我們之所以過的簡樸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希望幫助戒
癮村裡戒毒、戒酒的朋友們──我們現在已經不單純是戒毒
村而已，因為現在有太多東西會讓人成癮，不管是菸、酒，
甚至是電動玩具──基本上，來到我們這裡戒癮的朋友都是
不收費的，事實上也沒有錢可收，因為這些吸毒、酗酒的人
早就已經散盡身家，把最後一點錢都用在吸毒、買酒上面
了。這些人入住的保證金七千元都是家人、朋友幫忙湊出來
繳的，這些保證金我們會在他入住的一年半後退還，只是想
給他一個責任感。有人會問我們為何不收錢？反正他們在家
吸毒、酗酒的花費對家人造成的負擔更大，這點費用他們應
該還是可以接受的；但我們堅持不收費的原因就是怕一旦收
錢，付不起錢的人就不會來戒癮了，偏偏真正需要戒毒的都
是已經走投無路的那群人。
我後來還發現一件非常美好的事，而且是我們當初始
料未及的。就因為我們三十三年來都沒有跟來戒毒的人收過
一毛錢，所以來這裡戒毒成功的人，如果本身或親友有錢，
不會只感謝那些錢，而是會感謝老天透過晨曦會幫助了他。
一個人如果懂得感恩，他就有救了；而一個人懂得感恩，你
就容易把信仰傳給他，你就容易教導他去思想父母恩、朋友
恩，讓他看見自己的虧欠，一個人懂得看見自己的虧欠，自
然就會產生彌補悔改的動力。
社會上有很多從事戒毒的事工雖然很努力，但卻看不見
顯著的成果，我覺得是他們弄錯了一個優先次序，有的人覺
得我給他一份工作，他大概能戒毒；我給他一個婚姻，他大
概能改變；只要把他失去的找回來，他就沒問題了……不，
各位，就像我今天來到這裡覺得非常感恩，第一因為真的吃
的很好，第二這裡感覺不像社團反而像是家，因為像家的溫
馨可以讓我暢所欲言，同樣地，當這些朋友來到我們戒毒村
如果也有這樣的感受，那我想他改變的動力會相對變多。因
為他們確實需要工作、需要家庭、需要幫助，所以我們提供
了職門訓，當然目的也不是為了要賺錢，而是讓他們有更多
的機會留在晨曦會，多留在晨曦會幾年，他們就能遠離原本
的環境、朋友和誘惑他們的因素更多年，只要離開黑暗面越
久，就能進到光明面越深，當然進入光明面越久，就能離開
黑暗面越遠。
打個比方，今天我們吃的非常好，但有的人就是不適
合吃，以那鍋紅豆湯為例，它是如此甜美，就像一份禮物，
吃下去都感受到祝福，但有糖尿病的人就不太能吃。而我們
這些戒毒的朋友就是有屬靈的糖尿病，這是一種內在的糖尿
病，血糖要先降低，才好進入工作、事業和家庭，所以福音

戒毒的工作就是要
用福音改變他們的
生命，戒毒就是給
他新的生活。一個
人的生命如果沒有
改變，生活是不可
能被重新創造的。
一個人的生命如果
沒有先改變，就算
再回到原來的生
活，也無法抵擋誘
惑，所以福音戒毒
是要改變這個人的生命，讓他回去重新生活。
我們晨曦會戒毒的成功率雖然只有20%∼24%，但請容
我在這裡自誇，這已經是全世界戒毒成功率最高的比例。你
看很多人進去坐牢，透過醫院精神治療的方式，真正成功的
例子少之又少，出獄後又再犯回籠的煙毒犯高達80%以上，
而沒有再入獄的也不代表他已經改變，他可能只是改行進入
人蛇集團或其他犯罪組織，不像晨曦會戒毒成功的人是連菸
都不抽，我不是說抽菸、喝酒不好，但一個曾經吸毒的人如
果能做到連菸都不抽，那麼他回去吸毒的可能性就不大了，
所以我們都會以戒菸作為判斷一個人是否成功戒毒的標準。
我說晨曦會的工作是把狼變成羊的工作，最近我去監獄
演講都喜歡提到一個牢籠理論：我們把一匹狼關在一個籠子
裡面，三年不讓牠吃肉，牠一樣還是一匹狼，你餵牠吃飼料
牠照吃，因為不吃牠會死，但是三年後你把牠放出龍子，牠
聞到血、肉的味道，肚子餓了一樣會撲上去，因為這就是牠
的天性；如同把一個人關進監獄裡面，即便關得再久，出獄
後他還是照樣吸毒，原因就在於他的本質沒有改變。唯一能
改變狼的方法就是讓他內在完全變成一頭羊。很多人都說我
在開玩笑，一匹狼怎麼可能變成一頭羊？是的，外在的身體
不可能改變，但內在的生命真正有可能被改變的。像我自己
原本也是一匹狼，但我很感恩我就是在監獄裡面從狼變成羊
的人。
我本身是台灣門徒訓練神學院的主任，擔任宣教士十多
年，也跟Henry溫宏義長老在同一個教會一、二十年，這十
多年來都一直在做監獄和戒毒的工作。剛才劉主任有談到，
要進入門訓必須先成功戒毒二年以後，才能考進這個學校，
這個學校越來越有體制，要讀二到四年，如果不會唸書的就
讓他讀二年，之後就他做事情當榜樣，讀完四年的人將來
就培養擔任管理者。之前我帶了二十多個戒毒成功的人到亞
東技術學院去演講，請他們分別用二分鐘作自我介紹，告訴
大家他吸過什麼毒、吸了多久的毒、有沒有坐過牢、坐了幾
年牢……，我算了一下，二十多人一共坐了一百二十多年的
牢，單單我跟聯穎就坐了十五年多了──我在牢裡待了八年
多，不只因為吸毒，我還有幫派背景，因為在三重長大。這
些人吸毒的年齡合計超過二百年，但令人欣慰的是他們戒毒
的年齡已經有一百六十年，我相信這些人絕對不會再回去吸

毒，因為他們離他們的環境、朋友越來越遠了。
前一陣子，我帶著團隊到花蓮監獄去表演，忍不住寫
了一句話：千千萬萬年，因為那裡是重刑犯的監獄，坐在那
裡看我們表演的四百多人，少則被判刑十年以上，還有無期
徒刑的，這四百多人還牽引著四百多個家庭。我們那次去表
演時，特別結合了外面學校的服務，請小朋友們手寫卡片，
卡片上面寫了許多祝福的話，趁著聖誕節發給每位受刑人一
人一張。其中有兩張卡片讓我印象深刻，其中一個小朋友大
概是法官的孩子，希望自己的父親能為受刑人減刑；另外一
個小朋友的父親也在坐牢，她祝福收到卡片的受刑人不要再
做壞事，早日出獄。我看到這兩張卡片，深覺上天真是不公
平，儘管我是一個傳道人，但請容許我這麼說，為何一個孩
子天生就是法官的孩子，另一個卻是吸毒犯的孩子？但我很
快找到答案，就是因為社會不公平，所以才有一群社會賢達
人士在從事社會服務；因為社會不公平，所以我們才會被指

引到監獄去做工作。我感謝上帝，因為有愛、因為有你，雖
然我不能幫助那孩子的爸爸早日出獄，但是我可以幫助她的
爸爸成功回到社會，做一個健康的爸爸。我十七歲就因為拿
扁鑽捅人家兩刀而第一次坐牢，之後又因為吸毒、販毒、傷
人而進出監獄，但是我今天憑甚麼可以站在這裡，因為我受
洗了，我真的很感謝南雅禮拜堂一路栽培我和我的太太，讓
我一直讀書學習，幾年前還順利拿到碩士學位，才會來接門
訓的主任。我現在很幸福，有三個女人愛我一個男人，因為
我有太太和二個女兒。
謝謝大家讓我們今天有機會來這裡報告，其實晨曦會得
過很多的獎，我們同仁因為反毒有功被總統召見、獲獎更是
不計其數，但是我們一直不刻意強調這個部份，因為行善本
來就是一個正常人應該要做的事，能夠行善就是一種福氣，
因為施比受更有福！我有能力給了之後，看別人感動又更得
祝福，覺得自己的生命更加富足，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10/12）

△ 感謝社友Hank邀請RYE交換學生及家長一同聚餐，度過
溫馨感恩的下午：Michael
△ 賀喜慶社友生日快樂、結婚紀念日快樂：Ocean
△ 祝喜慶社友喜慶快樂：Ping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生日及結婚週年快樂，並謝謝社友們
對內人的祝福：P.J.
△ 慶祝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幸福永久：Porcelain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們快樂、恭賀PP Oliver千金結婚，白
頭偕老：Spring
△ 祝賀Audio、TT社友夫人、PP P.J.夫人生日；Neuro結
婚37週年、PP Oculist結婚68週年、PP K.C.結婚47週年
紀念日快樂：Taipei George
△ 恭賀台灣股市上萬點，今天進入第一百天。但願台灣
資本市場繁榮，帶動台灣經濟繁榮，各位社友事業興
隆：Tonsam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5,000
承上期
承上期
753,276
合 計
768,276
總 計：1,466,256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500
8,500
9,000

丁、獎助金捐款
承上期

697,980

48,7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承上期
137,500
合 計
141,500
△ 歡迎主講人陳正修牧師蒞社演講，精彩可期：Cory、Gene
、James、Khan、Lio、Ocean、Porcelain、Smart、Spring
△ 回國禮物代金：Peter、Ping、Smart
△ 賀本週喜慶眾多喜慶社友，果然秋天是結婚生小孩的好
時節：Brian
△ 賀社長盃順利成功：Cory
△ 賀PP P.J.夫人生日快樂暨本週喜慶社友健康快樂：Cory
△ 祝賀喜慶社友永遠健康快樂：Gene
△ 歡迎陳正修牧師蒞社演講，分享生命轉變的見證：Henry
△ 歡迎陳正修牧師及劉主任兩位蒞社，天母扶輪社社友們
愛心不落人後，贊助晨曦會戒毒中心運輸巴士，令人欽
佩，並祝捐贈儀式圓滿成功！Jake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幸福美滿：James
△ 賀本週喜慶社友：Khan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健康幸福：Lio
△ 出席主委Alfred的父親畫展已開始登記參觀，請社友踴躍
報名，Alfred父親將親自導覽：Michael
△ 熱烈歡迎社區服務主委Jake邀請主講人陳正修牧師蒞臨
本社演講，精彩可期：Michael

※ 高球捐款：
△ 祝社長盃、PP Lease盃圓滿成功：Call（NT$5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們生日快樂與結婚紀念日快樂：
Casting（NT$1,000）
△ 祝喜慶社友天天快樂，尤其大前輩Oculist結婚68週年真
難得！George（NT$3,000）

台灣諺語暨俗語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 提供

1. 隔壁親家，禮數原在
意謂：人人持之以禮，社會必然和諧
2. 輸人不輸陣，輸陣歹看面
意謂：個人成敗事小，團體的名譽事大
3. 歹竹出好筍
意謂：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社區服務：晨曦會戒毒中心運輸巴士捐贈儀式
今年度社區服務委員會工作計畫之一 贊助晨曦會戒毒中心運輸巴士捐贈儀式已於2017年10月12日（上週四）於例
會上舉行。社區服務主委Jake在引言時詳述了計畫內容，Michael社長代表捐贈支票後，並由晨曦會人資部劉主任跟大家
仔細介紹了晨曦會目前的工作內容。

十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
地
出

間：2017年10月12日（星期四）2:10PM
點：大倉久和大飯店三樓久和廳
席：彭民雄 郭秋晨 賴聰穎 王國添 鄭承宏 陳柏良
呂勝男 李添福
請假缺席：陳志瑤 張世良 劉凱平 林智仁 賴香光
列
席：陳全議 沈俊甫 陳敦弘 江長霖 褚繼堯 邱創新
王宜正 張榮輝 陳宏名 詹炳鎔 林添貴
主
席：彭民雄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今年度第二位新社友Andrew已於2017年9月21日（
週四）正式授證入社，目前社員人數增加為80名。
2.今年度中秋聯歡晚會已於2017年10月1日（週日）
假大直典華3F大唐昭和廳圓滿舉行，當日共有110
位社友、寶眷暨扶青團員出席。
3.今年度外籍來台留學生獎助金甄選活動已於2017年
10月6日截件，一共收到314件來自各國之申請案。
4.台北北區扶輪社將於2017年10月19日（週四）組團
訪問本社。
5.PP Lease盃高球聯誼賽暨晚宴將於2017年11月1日
（週三）舉行。
6.第二次爐邊會談預訂於2017年11月11日（週六）舉
行，擬安排社友暨寶眷進行農村採果體驗活動。
7.地區已提供2016-17年度財務報表暨會計師查核報
告書請各社備查。

丁、提案及決議：
1.第三十六屆（2017.7.1~2017.9.30）財務報表，提請
審核案。
決議：通過。
2.地區來函請各社推薦2020-21年度指定總監提名人，
提請討論案。
決議：授權社長徵詢歷屆前社長是否有意願接受推薦。
3.地區來函請各社踴躍贊助2017台北扶輪研習會，提
請討論案。
決議：同意配合，贊助款項由預備金科目支出。
4.地區來函請各社參加「轉動夢想」職場共融生活節，
提請討論案。
決議：不配合參加本活動。
5.第二次爐邊會談中心議題，提請討論案。
決議：中心議題訂為「如何當個快樂的扶輪人」。
6.林智仁（Andy）社友擬請長假三個月，自2017年10
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7.社友（出國）請假，提請通過案：Joe 10/10~10/13
Michael 10/27~10/30
Tim 10/27~10/30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
1.擬制定本社應收帳款處理原則，提請討論案。
決議： 舉凡連續三個月或累積金額逾新台幣三萬元未
繳之社友，責成財務長個別提醒；並鼓勵目前
以現金轉帳或匯款繳費之社友改以信用卡扣款
方式，以免忘記按時繳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