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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十七日
第 1198 次例會，邀請劉昭

惠 PDG Music（台中市私立新
民高級中學 董事長）做「〝愛
〞使破碎到完整」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感謝
PDG Music 專程蒞社演講，中央
社與南門社是親戚更是是親上加
親，這一屆為什麼要重金禮聘找
Doctor 擔任秘書，就是看中中央
社強大的後援力量，所以我們的講
師，一定是中央社先聽過，好的才
能來南門社演講，所以很早前就聽
說 PDG Music 演講非常厲害，絕
對要邀請她來演講，今天總算如願
以償。

Rich 社長報告，CP Concept
不但是南門 1/4 世紀特刊主委，也
是1/4世紀南門25週年授證主委，
對 25 屆授證我有個小小目標，希
望能零缺席，在此邀請中央社參加
我們南門 1/4 世紀授證慶典。

中秋女賓夕在「寨酌然莊園」

圓滿完成，當天的節目都是節目主
委 Polo 精心規畫，相當精彩，授
證節目也要麻煩 Polo 費心準備。

這次的萊茵河河輪之旅在大
腳旅行社安排之下，圓滿成功，最
後一天發生 Tang 腳受傷事件，雖
事出突然，但大腳旅行的危機處理
非常好，在此感謝大腳旅行社的
Steven。

原 10 月 29 日 ( 二 ) 例會休會

乙次，因變更參加 10 月 17 日地
區扶輪日活動，請社友踴躍出席。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9
月 18 日 ( 星期三 ) 台中家商扶少
團舉行第八、九屆交接典禮。

 9 月 24 日 ( 星期二 ) 邀請蔡
舜任先生專題演講：「鑑古知今－
談藝術品及文化資產修復」，請社
友踴躍出席。

例會結束後召開九月份理事
會，請理事留步。

( 蔡舜任藝術修復工事、 台灣 油畫及木構件彩繪修復師 )

專題演講：鑑古知今－談藝術品及文化資 產修復

主講人：蔡舜任 先生 



第1298次例會 主講人：劉昭惠 PDG Music

上週民國 108 年九月十七日
第 1198 次例會，邀請劉昭

惠 PDG Music（台中市私立新
民高級中學 董事長）做「〝愛
〞使破碎到完整」專題演講。

Doctor介紹演講人劉昭惠
PDG Music，劉老師經歷非常
豐富，不管是在扶輪或是在教育
界、或是慈善公益事業。

邀請PDG的緣由來自吳念真
寫的一本書「這些人，那些事」
，裡面有一篇文章提到一位大善
人”老頭家”，後來才知道”老
頭家”是指劉老師的爸爸，我知
道這件事後，就去找劉老師能不

能把這部份跟我們講一講？我對
國民黨二二八那一段的歷史非常
有興趣，但是臺灣很少用臺灣人
的眼光來看這件事情，所以我想
如果身邊有人能剖析當時的歷史
，是很有意義的，今天就讓我們
以劉老師的眼光來描繪當時的世
代，甚至這件事情對她造成什麼
影響，來聽聽台灣人的故事。

劉昭惠PDG Music重述已往
的記憶說道，為什麼那一夜改變
了我的一生？提到父親劉明，雖
然在當時的台灣來說不是首富，
但也算是非常的有錢，我家擁有
台灣第一台鋼琴、第一台冰箱，

▲ PDG   Music 劉昭惠演講：愛使破碎到完整

(新民高級中學董事長/台中中央扶輪社前社長)

〝 愛 〞 使 破 碎 到 完 整  

事件之後，我的家變成了軍營，
可知我家有多大了。

在二二八的時候，我們臺灣
有一星期是無政府狀態，那時我
父親組織一個義勇團，來維持秩
序，當時國民黨看到我父親不但
有錢，又有龐大的號召力，開始
忌憚這樣優秀的人，我母親常告
誡我父親一句話：「浮起來的釘
子，一定會被敲下去。」（台語
）。果然，一語成讖。有一天晚
上，我父親去嘉義幫我爺爺過生
日回家後，就被抓走了，當時我
六歲。家裡的名畫全被破壞，因
為被懷疑與上海那邊有聯絡，所
以他們要找出無線電，真的是欲
加之罪，何患無辭….因為包括王
永慶等，曾經都跟我父親拿過錢
…當時，我父親很願意資助台灣
的年輕人。

我父親還有我家司機及我家
的一台福特汽車跟另外一台奧斯
丁汽車，全部都被帶走，我父親
在被帶走之前，母親怕他冷，將
外套披在他身上，我永遠忘不了
我父親在被帶走之前，不忘回頭
再深深的看看我們，要將每個人
身影留在他的腦海裡，因為怕他
回來不了。

當時被抓是沒有什麼審判的
，他們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得
死。我聽別人說，我父親被綁起
來，在身上灑上了蜂蜜，結果引
來了螞蟻叮咬，後來很多年輕的
政治犯在我父親的身上小便，因
為人要有鹽份才能活，天不絕人
，我父親得以活了下來。

當時政治犯的家屬一定要去
台北車站，台北車站前有一個很
大的佈告欄，名字如果被劃掉，
就表示那個人已經被槍決了，你
就不用等了，舅舅每天早上都很
緊張的去看佈告欄，告知我們消
息。

父親被關時，還有一點勢力
，透過獄卒，告訴我母親要做白
襯杉送去監獄給他，他將白襯衫
分送給即將遭槍決的死囚穿。根
據郭琇琮醫師的遺孀，也就是林
俊義博士的姐姐林至潔女士曾回



憶道：當年郭琇琮即將押解刑場
前，就是穿著同囚的劉明所送他
的白襯衫；當時父親曾說：「台
灣人的鮮血，應該流在清白的襯
衫上。」

經過這麼多事情，造就了我富
有的日子可以過，艱困的日子我也
可以甘之如飴。父親教導我，遇事
不要驚慌，驚慌會失去勇氣，也不
要流淚，因為流淚會使人軟弱，所
以我們中央扶輪社就是要：「什麼
攏不驚，向前走。」

後來，父親出獄了，從富有
到無，我曾問過他：「後悔過嗎
？」父親說：「除了對不起妳媽
媽以外，我不後悔。」

我還記得我要考大學的時候
，警察常來我家操家，他們常常
愛來就來，我緊張的要去考試，

結果還要應付這些警察。
一生中有三個男人影響我最

深，一個是我父親，一個是青梅
竹馬，現在是很有名的醫生，人
在美國，另外一個則是我的先生
～郭東星。

我們與青梅竹馬感情從小到
大都很好，但因我的家庭背景，
他的家人怕會影響到他們家及他
的前途，叫他要慎重考慮，他父
親還跑來找我，拜託我離開他兒
子；隔天我便告訴我的青梅竹馬
，我們分開吧！互相把愛留在回
憶裡就好了，雖然很相愛，但這
個時代造成了不能在一起，所以
我失去了這個青梅竹馬，他也是
我的初戀。

但是後來我遇到我先生郭東
星，事先有跟他說我的家庭背景
，他回去向他爸爸轉達，但是他
爸爸回說，「我尊敬妳父親，因
為他為臺灣犧牲，如果我兒子跟
妳結婚發生了什麼，這也是身為
臺灣人要承受的…」，當時我聽
了真的很感動，後來便與他結婚
了。

雖然我的人生曾經很破碎，
但因為有愛的彌補，所以我過得
很快樂。

後來，我先生常會帶參加各
種慈善活動，常常看到很多外國
人與一群盲生互動，做餅乾給他
們吃...等等，後來我跟我公公說
，把惠明所有盲生交給我，我來
教他們唱歌、彈鋼琴、組合唱團
，那時的惠明叫惠明育幼院，資
源很是貧乏，相當可憐。

我剛擔任紅字會會長，遇到
九二一大地震，遍地傷者及屍體
，到處都是哀嚎聲，等待救援，
也是在那時對軍人改觀，因為大
批軍人不分晝夜幫助救援…月有
陰晴圓缺，人有悲歡離合，再過
幾天就是921二十週年，所以我
們要把握當下、知足常樂。

後來因我夫家關係，看到他
們家常為孤兒奔波籌金援，後來
經濟漸好，公公說不要一直向別
人要錢，我們要自立，後來他於
民國64年創設「向上兒童福利基
金會」，並接辦台中光音育幼院
、台中育嬰院，照顧孤苦無依孩
童；民國67年於台中育嬰院成立
全台第一個「未婚媽媽之家」，
扶助未婚媽媽…

最後，PDG Music分享一段
育幼院照護腦痲及殘障院童影片
，相當感人，她結語說，這世界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台中家商扶少團舉行第八、九屆交接典禮

日期：9 月 18 日 ( 星期三 ) 



下週 例會 十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108 年 10 月 1 日 ( 二 )  

並不完美，「愛」卻可以讓它完
整，我們一起伸出溫暖的雙手以
心為磚，用愛為瓦，讓「美」與
「善」溫柔地存在各個角落，讓
「愛」的力量延續、茁壯。

創社長張光瑤報告
台中南門1/4世紀的服務

CP Concept說，今年是南
門社第25屆，一世紀一百年，半
世紀的一半剛好是二十五年，所
以我們今年要出版一本四分之一
世紀的服務特刊，25年來一路走
來我們一起做過什麼，我在秘書
處群組，已將34項寫出來，裡面
包括GG及地區獎助金都有很多
項服務，已請幾位PP當小組成員
，還請各位社友幫忙，將你參與
的當屆服務項目，有什麼感想或
是看法寫出來，這樣才有紀錄，
留作以後留念。拜託大家二件事
，一是在南門秘書處都有PO訊
息，請大家留意，第二是如果有
被請託，請你寫出來做為紀錄。

劉柯成報告四德國小社服
　Archi主委報告9月20日（五）
在霧峰區四德國小做本屆第二次
服務計劃，捐贈霧峰區四德國小
一個智慧教室（智慧觸控螢幕及
30台iPad跟軟體設備，可以與老
師做互動及智慧教學），所需費
用總計台幣74萬元，經費來自地
區獎助金5萬元、台中南門社配
合款19萬，社長Rich捐贈25萬元
、服務計劃主委Kingnet捐贈25
萬元，總共是74萬元，報名參加
的社友請於8:40前到場。

洪富金報告九月份月例賽
高爾夫球隊長King報告九月

月例賽暨慶祝南門一姐淑惠8月2
日在霧峰球場第17洞一桿進洞，
時間：9月19日，晚宴在印月餐

廳舉辦，請隊友踴躍出席。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報告上週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8人，免計出席4
人，實際出席人數49人，上週出
席率75%。

糾察時間
Bistro代理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PDG Music講師費回捐。
Bis t ro報告友社紅箱，台

中中央社 Dentist（地區副秘
書長）、台中中央社社長 Doll
、秘書Soy、前社長Lisa、社
友Shoes、社友Lighting、社友
Purple一仟元、社友一仟元、
新東扶輪社Steven感謝各紅箱
一筆。

社友Doctor、Ears感謝PDG 
Music精彩分享並投入歡喜箱。

點滴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年度 八 月 份 內 輪 會

時間：108年8月10日(星期六）

地點：宏銓入深林(市政北二路336號）

蕭瑋君 Sugar 夫人分享

咖啡 - 影響身體健康的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