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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河――美輪美奐的東河部落文化健康站

這真是令人興奮與感動的一天，
我們的「扶輪之愛」，以及對全國原
住民的關懷運動就在今天（105 年 10
月 1 日）達到一個高潮。
「苗栗南庄東河文化健康站」在
全台灣所有扶輪人的熱心捐贈、支持
及殷殷期盼下，終於完工落成，它不
僅僅帶給東河鄉父老們一個完善的棲
息休閒場所，讓他們感受到政府與扶
輪社友對他們的關懷和實質的照顧，
同時這也是國際扶輪台灣總會這兩年
在理事長楊敏盛前總監所推動全國
120 個原住民文化健康站修繕工程中
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指標建物。

今天的落成剪綵典禮，就在東河文化健
康站旁的鄉民活動場所舉辦，一大早工作人
員及扶輪的義工，就把這美輪美奐的健康站兩
層的建築及典禮的場所佈置得喜氣洋洋，紅色
的地毯，紅色的布揭，簽到處、鞭炮、剪綵彩
帶、彩球、鮮花講台，整個場所充滿了熱鬧與
喜氣，加上兩百多位的嘉賓，可以說是冠蓋雲
集，熱絡非凡。同時也有電視媒體、平面媒體
的採訪，讓我們意會到這是苗栗地方上的大
事。我們扶輪社友，有遠從台北市、新北市
坐遊覽車來的 D3480、D3490 的社友，有從桃
園、中壢、新竹及苗栗 D3500 的社友，大家
不遠千里而來，就是為了慶祝並見證這歷史的
一刻。
典禮一開始，由賽夏族表演歌舞，東河國
小學生舞蹈表演，及部落長者舞蹈表演，表達
他們心中的感激與表現原住民的文化。接著，
由縣府陳秘書長代表縣長致詞，原民委員會王
處長、潘議員、黃議員致詞，他們均盛讚及感
謝總會及扶輪社友們的愛心，同時希望扶輪繼
續地給予原住民支持關懷。接下來，由理事長
PDG Knife、3500 地區 Peter 總監、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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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幕後英雄及捐款人，ENT 合掌向大家說聲
感謝，有你們真好，老天一定降福給大家，讓
扶輪服務人類，天佑扶輪。

原住民族文化健康站服務計畫列車
副秘書長 Judy 彙整

揭牌

PDG Letter、及主委 PDG ENT、IPDG Johnson
及東河文康站的建築師 CP Archi 致詞，他們
均表達了扶輪人一直是以服務人類為目的，尤
其對原住民的愛心和關懷，所謂「老吾老以及
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扶輪人「在人
們的需要上，看到我們的責任」。更感謝所有
捐款的社友、寶眷及所屬的公司企業之慷慨解
囊，真正發揮了「扶輪之愛」。在貴賓致詞完
後，即頒發感謝狀，表揚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基督教東河教會及捐款人。再來由桃園永晴社
CP Archi 東河案執行長張惠鈴建築師做簡報。
接著，是由賽夏族長老祈福儀式，以牲品、
酒、豬肉及米告慰祭祀祖靈並祈福。然後，依
照一般台灣禮俗以牲品水果祭拜、祈求啟用平
安，最後由貴賓們剪綵、揭牌及放鞭炮，至此
整個落成啟用大典完成。
「東河文康站」為兩層建築物，外觀融
合現代建築與原民特色，非常漂亮，在白牆上
有一大大的扶輪標幟，宣揚我們扶輪精神。外
牆鑲有東河國小學生的版畫，非常美麗而有特
色。內部一樓為廚房、餐廳、休閒室及廁所，
二樓有兒童圖書遊戲室，診療室。一、二樓間
還有電梯，功能十足。這是所有文康站中最完
善、最舒適、最美的一個，可說這是一個五星
級的文康站，原民老人們打趣的說，蓋這麼漂
亮，他們還真不敢用它，怕有毀損。
總之，這文康站的完成，要感謝許許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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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苗栗縣南庄鄉東河文化健康站於 105
年 4 月 25 日動工，興建工程歷時半年多，在
CP Archi 張惠鈴建築師的設計監造下，終於竣
工。並於 105 年 10 月 1 日舉行落成啟用典禮。
由國際扶輪台灣總會與苗栗縣政府共同主辦，
3480、3490、3500 三地區的社友共一百多人
參加，共襄盛舉。這是全國 120 個文化健康站
的亮點。總工程費 600 多萬元，其中 400 多萬
元是來自扶輪社友的慷慨捐助，發揮對原鄉最
大的愛心。
二、10 月 3 日 - 5 日秘書長 CT、副秘書
長 Peter 率 新 北 光 耀 社 社 長 Water、CP Annie
及多位社友再度到屏東 20 個文康站場勘。引
述 CP Annie 的一段紀錄，來感謝他們的辛苦。
「繼 10 月 3 日在北屏東的 9 個原住民部
落文化健康站場勘後，10 月 5 日我們又馬不
停蹄地前往南屏東的部落場勘，南屏東經過這
幾次的颱風狀況更慘。
上山的沿路都看得到攔腰折斷的電線桿、
東倒西歪的農作物，甚至連教堂建築物的十字
架都被吹倒了。有幾處健康站的鐵皮屋頂已經
被颱風吹走了，很心疼一些部落的古老藝術
品、畫像、照片等都搶救不及而遭到破壞。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高士部落的文化健康
站，他們的廚房被颱風破壞了，所以他們都在
露天或借別人的廚房燒飯給部落長者吃。進到
他們唯一保留比較完整的活動室，裡面滿滿都
是搶救回來的部落遺傳下來的東西。其中有祖
訓標語，令我動容，感動不已。
高士部落是台灣最南端的部落，他們說
他們是最早看到太陽的部落，他們是太陽之
子，這話一點也沒錯，因為斑駁紙上高士諺

語寫著：
「勤奮的人最先見到太陽」∼
『流汗的小孩 睡得最香
流汗的青年 人類有望
流汗的老人 精神不朽
建設家鄉 大家一起來』
我 們 昨 天 的 午 餐 ―― 炒 飯 +
味噌湯 + 薑片，但是我們扶輪人
吃得甘之如飴，因為能來奉獻做
服務是很開心的事。
我覺得能來到部落服務，接
觸到不同的部落文化，讓我領悟
到人生的哲學，也更懂得欣賞不同角度的思
維，不管是哪個族群，都有它值得學習與尊
敬的地方，每一次的服務都有上天安排的意
義，有機會大家一起出來服務吧。」
屏東之行感謝 PDG Set 及 PDS Wonderful
的陪同與招待。謝謝你們支持台灣總會！
三、10 月 5 日台東修繕工程開始啟動，
IPP Building 及 IPP Lisa 帶著工人滿載著工具
與廚房、衛浴、桌椅等設備一路由花蓮直抵台
東各文康站，並且親自參與施工，精神實在感
人！這一對新人去年因原住民服務計畫而相
識，今年 5 月締結連理，在扶輪世界人人稱
羨！現在兩人攜手雙雙在東海岸默默地服務，
謝謝你們！有你們真好！
他們正好遇上台東豪雨成災，道路坍方，
不得不在台東逗留，但他們一點不覺得辛苦，
反 而 樂 在 其 中。 引 述 IPP
Lisa 的 一 段 紀 錄：「2015/2
月開始和國際扶輪台灣總會
團隊們一起在全台文化健康
站的回憶。
經歷了春、夏、秋、冬、
從單身到結婚∼
好高興能參與：
苗栗 4 站、
花蓮 11 站、
阿里山 8 站、
台東 17 站、

健康站爺爺奶奶看到我們好開心！

東河大樓興建工程、
充實的日子、難忘的回憶！
因為參與這些活動認識許多位優秀傑出
的扶輪先進，應理事長所言：服務愈多、快
樂愈多！」
四、10 月 6 日舉行桃園市復興區「比亞
外」部落文化健康站復康巴士捐贈及修繕工程

捐贈「比亞外」部落文化健康站復康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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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用典禮。
為解決「比亞外」部落老人就醫及到文康
站接受照護的問題。桃園扶輪社在周業從社長

東北等社。
部落老人表演舞蹈迎賓，每一位爺爺奶奶
熱情演出，只是沒有整齊的制服，理事長見狀

「比亞外」修繕工程落成啟用

的呼籲下，桃園第一分區中區、經國、百齡、
大興、桃花源各社紛紛響應，總監 Peter 也編
地區基金 8,000 美元挹注，不足 42 萬部分由
台北城西社認捐，共募得 104 萬元，終於購得
一部復康巴士贈予，「比亞外」可謂是全台灣
最幸福的文康站！
另廚房、洗手間的修繕工程則由中壢、中
壢東山、中壢北區、中壢群英、新竹善宇、新
竹西區、竹南、竹南千禧、竹南百齡、苗栗中
央、苗栗東北、苗栗福德、新竹矽谷等社共同
捐贈。
五、10 月 6 日下午舉行新竹五峯鄉花園
部落修繕工程落成啟用。「比亞外」捐贈儀式
結束後，理事長、Peter 總監以及社友們又開
車費時近 3 小時，從復興趕往五峯鄉，社友們
的熱心服務真是令人佩服！特此感謝！
此項工程是由苗栗福德社和新竹矽谷社
主辦。共同主辦社有中壢、中壢東山、中壢
北區、中壢群英、新竹善宇、新竹西區、竹
南、竹南千禧、竹南百齡、苗栗中央、苗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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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掏腰包一萬元補貼他們治裝，讓這些部落老
人喜出望外！

花園部落修繕工程落成啟用。廚房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