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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使命的 PDG Kambo
台北中城網路社

P Dolly 杜孟玲

聰明的人，學甚麼都很快！
認真的人，做甚麼都出色！
來 自 雲 林 崙 背 農 村 的 康 義 勝 PDG
Kambo，對生命熱情！民國 53 年考入北醫，
是台北醫學院醫學系第六屆校友，爾後行醫近
半世紀。曾任拇山醫友會理事長、台北醫學
大學校友總會會長、醫學系校友會會長。民
國 61 年，在台北市仁愛醫院，接受骨外科訓
練，民國 66 年創設仁康醫院，施行消化外科
與骨科手術，遇貧困病患主動減免收費；強調
「醫病」，還要「醫心」，讓病人得到真正的
康復，正所謂醫者父母心。
民國 91 年成立聯康健康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為台灣引進先進醫療保健器材及用品。照
顧社區，回饋鄉里等「社會責任」成為他終生
奉行不渝的座右銘。民國 100 年又成立安康健
康事業股份有限公司擔任董事長。
民國 100 年創辦新北仁康醫院，目前擔任
台北 / 新北仁康及附設護理之家的總院長，對
於大台北市急慢性醫療照顧，社區健康促進與
居家服務，有口皆碑；更以服務病人的信念，
要求同仁給予最好的照護與最高的醫療品質，
讓求診者快速復原，儘速回歸正常家庭生活或
工作崗位。每年結合醫療資源，返鄉作醫療回
饋之義診。榮獲北醫大 100 學年度企業經營類
傑出校友獎，實至名歸！
PDG Kambo 對公益尤其執著！常年贊助
獎助學金，獎勵優秀青年；並協助成立民間
法治教育基金會，推動年輕人的法治道德教
育。曾在獅子會服務十年，43 歲加入扶輪，
為台北城中扶輪社的創社社友，投身公益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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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職典禮與榮譽會長 PRIP Gary 合影

四十年。先後擔任臺北城中社社長、國際扶輪
3480 地區總監、國際扶輪台灣總會理事長、
國際扶輪 3480 地區前總監聯誼會會長、現為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理事長與國際扶
輪台灣總會名譽理事長。

對土地有情！對台灣有愛！
既然我們是扶輪社，以社為平台，以社鞏
固台灣扶輪的基礎為信念。 PDG Kambo 一直
扮演台灣扶輪的推手，以具體的行動，表露對
台灣這塊土地的關懷與熱愛。在 3480 地區內
於 2000 年輔導成立以閩南語為主的北海扶輪
社，2003 年客語扶輪社，2004 年百合純女性
扶輪社及原住民社等。2001-02 年擔任 3480 地
區總監，輔導九個扶輪社的成立。他排除萬難
創立、成立不同語言的扶輪社，是希望保有各
文化的傳承以添補國家的政策照顧不到之處。
尤其是成立原民社，總覺是有責任讓南島語系
源頭的台灣原住民參與國際扶輪事務。成為國
家的驕傲。目前客家文化、原住民文化透過扶
輪社，一點一滴在累積、在呈現、在發展。現

總監地區年會與 RI 社長代表合影

在政府也給客家電台、原民電台全國性頻道，
大家一起努力。他認為應該跟我們的社區，跟
社會的脈動要結合。PDG Kambo 懇切地鼓勵
大家多做一點偏鄉服務！因此他決定趁現在高
鐵的便利，多協助故鄉雲林，包括廣受汙染，
許多疾病的麥寮等地，讓雲林成為更好居住、
生活的地方。他認為一個人的精力有限，但理
念可以無限，應該要做更多的事情。期盼以國
際扶輪照顧、教育非洲的概念，台灣扶輪應用
自己的力量，建立自己的服務偏鄉文化模式！
PRIP Gary 曾說：「Kambo，你把我的理
想實現了！」在擔任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副理
事長時，為台灣在國際扶輪有一個展現的據
點，社友們有一個可以落腳歇息之處，提議
在 2008 年洛杉磯國際年會時，在友誼之家設
立台灣館，獲得台灣七個地區、扶輪月刊、台
灣扶輪總會和前總監協會，共十個單位共同支
持，各贊助 2,000 元美金共設台灣館，展示各
地區的服務成果、台灣各地的美景、美食、產
業與建設。國際年會是全球扶輪社友聚集的重
要國際場合，可藉此認識台灣的重要資產 - 多
元文化。PDG Kambo，率領台灣社友大方送
禮，優質精緻，讓友誼的熱度更直接在會場傳
遞。台灣的國際能見度因此大大提高！扶輪幫
忙行銷台灣獲得外交部及觀光局年年的支持與
肯定。DG Kevin 外語好，2008 年的台灣館特
別請他照顧接待訪客，和外國社友直接聯誼，

十分成功！PDG Kambo 還特別製作 5,000 個
背袋，贈送國際友人。當時會場一看包括 RI
現任理事們，大家都看見整個會場背著台灣
館發送的背包。PDG Legal 的少爺是洛杉磯律
師，幫忙廣邀媒體報導，由於台灣館成功地製
造話題，轟動一時，博得大幅版面！盛大的開
幕式，駐美國大使李大維演講時感概地說：
「第一次在有這麼多國旗的國際場合致詞。」
確實，2008 年台灣館第一次在國際扶輪洛杉
磯國際年會登場，是一個精彩的歷史鏡頭。此
後，延續至今。
愛台灣，不能藏私！向前輩取經是很重要
的學習。譬如第九屆首爾年會台灣館地點原本
在兩條商街的中間，絕對無法容納 500 位社友
觀禮。他知道後，馬上請經驗豐富。人緣極佳
的 PRID Jackson 協調，換得有寬廣腹地的新
址，順利完成開幕式！
2021 年國際年會將在台灣舉行，籌備會
已啟動，政府各部門也承諾支援。台灣館將不
只是兩個攤位，整個會場都是台灣館，應該會
更完美的呈現台灣之美與實力。

改變不易，改革是一條漫漫長路！
在 2007-08，PDG Kambo 擔 任「 國 際 扶
輪中華民國總會」副理事長期間集合眾人的
力量，將總會之英文名稱，變更為「Taiwan
Rotary Clubs Association」。2010 年 12 月擔任
理事長，延續其他使命與工作。2011 年 6 月，
上任半年後，召開第十屆第二次會員代表大
會。經大會通過，正式更改名稱為「國際扶輪
台灣總會」。在 2011 年 7 月 11 以「國際扶輪
台灣總會」向內政部登記並獲核准。從此，以
臺灣為名的法定身份，代表我國扶輪從事國際
間的實質國民外交。除了理事長任期由 3 年改
為 2 年外，現在台灣總會的 Logo，也是在「國
際扶輪台灣總會」名稱變更後，籌劃設計使用
並且每一季出一本季刊，兩年共出八本。
2015 年 3 月， 因 應 時 代 需 求 與 變 遷，
由 PRIP Gary 及 其 他 扶 輪 領 導 人 指 示 PDG
Kambo 著 手 籌 劃 時「 扶 輪 出 版 委 員 會 」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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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並更名為「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委員
會」，由 PDG Kambo 擔任主委並另架設新的
中文網站。
2016 年 3 月，應各方之要求，將「扶輪
月刊」之英文名稱由 The Rotarian Monthly，
改為「台灣扶輪 Taiwan Rotary 」月刊。2015
年 11 月「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委員會」
申請成為內政部人民團體法之社團並更名「台
灣 扶 輪 出 版 暨 網 路 資 訊 協 會 」， 委 由 PDG
Kambo 擔任發起人代表，12 月獲內政部函准
籌備，並採用會員制。2016 年 3 月 31 日舉行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成立大會暨第一
屆第一次會員大會，選舉 PDG Kambo 康義勝
為理事長。2016 年 4 月 28 日獲內政部核准立
案，6 月 16 日舉行第一屆理監事暨職委員就
職慶祝晚會，協會正式運作。
先有好的想法，也必須能夠為他人接受，
才可順利運作。協會成立以後先後設置九個委
員會，各個主委歷練豐富，都是各地區菁英。
傾聽、溝通、達成共識。但是，著手規劃協調
七個地區，仍是一個大工程。顧問群廣納全台
灣 RC、RRFC、PDG 及七個地區總監、總監
當選人、總監提名人。為求完美詳盡經多次修
改。希望給社友耳目一新的感覺並提供最新的
資訊與扶輪知識
放牛孩子也能出頭天！奔馳雲林崙背的田
野，寬闊的心胸渾然天成。躺在牛背，聰明的
牛會準時載他回家，養成悠遊自在、隨遇而安
的個性。
佃農的父親在他五歲時病逝。母親帶著七
位子女，耕作一塊小田地，困苦地過著台灣最
底層的生活，甚麼苦都吃過。雖然排行老么，
嚴格的叔叔，仍然規定每天的工作就是清晨
3、4 點餵牛。牛要工作必須吃飽，有時摺甘
蔗葉讓它啃，睏睡中，一不小心連手都會被啃
到。不過牛屬靈性，養久了也有感情，都會將
手吐還出來。有時沒有蔗葉，便帶到外面去吃
草。牛很聰明，吃完了，再遠，也會自己找到
回家的路。牛背很寬，一個小孩躺著是不會掉
下來。牠吃牠的草，我睡我的覺，秋涼的牛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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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城中社長與菲律賓姊妹社社長合影

很溫暖，常常一睡就忘了起來，醒來時牛已經
載回家。鄉村的回憶，其實很溫馨！
讀偏遠的崙背小學，也混得不錯，每年都
有十名內。直到四年級時，在小學教書又開海
產店的大哥，剛巧台北有個機會，問他要不要
北上讀大安國小。PDG Kambo 決定跟大哥北
上，上來後，發覺城鄉確實存在差距，國語都
聽不太懂，成績單是全班最後一名。於是，利
用暑假時間，學寫毛筆字，也因此現在毛筆字
寫得不錯。還把一到四年級的課本背得滾瓜爛
熟，升上五年級，聽得懂、也跟得上，成績立
即大躍進到前五名。
因二哥三哥同時被徵召當兵，大哥不得不
再回故鄉，因此他也返鄉就讀虎尾初中，初二
時再隨大哥北上，原本要參加高中聯招，卻因
錯過考試日期，只好先行進入延平中學補校初
中部就讀。補校畢業考取同等學歷的資格，順
利參加高中聯招考試。出人意表，高分錄取當
時的省立建國中學。創下延平補校史上唯一考
上建中的記錄。那時人在南部又逢八七水災，
火車不通，說甚麼也要趕到建中報到註冊，於
是坐牛車，驚險走斷軌、坍橋來到新竹再搭火
車。表現他堅毅、不服輸的個性。
父親因為貧困無力就醫而病逝，因而行醫
便是他從小的心願。當家教賺取學費，才得以
從台北醫學院畢業，也因而結識夫人，締結良
緣。自行開業後，特別照顧同鄉，凡是到仁康
醫院看病的同鄉均有優惠。莫忘初衷，特別花
心思以醫療資源對貧困民眾與地區的回饋。參

馬尼拉地帶研習會與 DG Kevin、DGE JP 等社友合影

與雲林同鄉會的職務後，積極推動返鄉義診，
擔任雲林同鄉會理事長期間，連續五年號召旅
北名醫共襄盛舉，五年間看診多達五千多人
次。連續 3 年發動國際扶輪各社及雲林同鄉會
理監事捐助雲林若瑟醫院，推行斗六、台西、
西螺等早療中心，嘉惠新住民子女。現為台北
市雲林同鄉會名譽理事長。多年服務，雲林鄉
親感佩在心！
即使現任 PDG Kambo 的行程總是滿檔，
為了替 2016 扶輪家庭聖誕公益晚會開舞，受
訪後，還要趕往和夫人會合，勤練國標舞。答
應的事，一定做到滿，我們拭目以待夫人和他
翩翩舞姿。PDG Kambo 體格健碩的優勢，求
學時期便喜歡運動，包括摔角、舉重、柔道、
橄欖球、足球、保齡球及高爾夫等。在他北醫
獲獎感言「感恩北醫，我的母校」中曾提及：
「鑽研醫學之餘，我愛好運動，因此我參加柔
道隊，在兩年內晉升黑帶（初段），我當班
代，服務同學並籌組雲林同鄉會，服務校內、
同鄉，五、六年級我就到同學家的醫院提早見
習、實習、跟刀、書寫病歷，以工讀賺取學
費。」莘莘學子，艱困求學過程，可見一斑。
然而，運動的好習慣，確實提供 PDG Kambo
充沛的體能與精力，也提供愛交朋友的 PDG
Kambo 最佳的交友平台。讓 PDG Kambo 日後

在整合資源，推動扶輪公益更能得心
應手。
PDG Kambo 認為有理念之外更
要有堅持，堅持才能做出成果，否則
也是徒勞無功，白忙一場。堅持做對
地區、對社區、對台灣有貢獻的事。
有貢獻，服務才有意義。堅持需要體
力和意志力。一如骨科醫師，一開刀
要堅持好幾個小時，不完成手術是下
不了手術檯的。扶輪人自視為社會的
中堅份子，扶輪視野要開闊，扶輪領
導人的養成要完備。扶輪的成長、茁
壯、繼而開枝散葉，都會水到渠成。
堅持做公益也不能忘記職業服務。運
用職業專業，照顧偏鄉和許多孤苦、
可憐老人是下階段想服務的重點。現在已開始
和新北市政府合作，即便少收費，還是接了十
多個社會邊緣人等安置個案服務。有些剛來時
帶著潰爛大傷口，仍要養活、治好，才能使他
們早日能獨立自理營生。從事專業工作，譬
如：打針換藥等工作，一定帶著護理團隊親自
服務。即便當總監，最忙的一年，本人的職業
服務也需持續，堅持做好職業服務。常常下午
開完刀，緊接著晚上參加扶輪活動。參加扶輪
活動不要荒廢自己的職業，所以，從事扶輪
後，PDG Kambo 認為自己的職業服務、職業
領域變得更好！透過社友之間互相學習，可以
從社友企業吸收新概念，讓自己的職業服務更
完善！
PDG Kambo 一生從事諸多創舉，喜做些
毫無前例可循的事。做這麼多的事，只希望在
扶輪裡成就台灣的驕傲。每天要開會，最近更
是忙：網站、月刊、籌劃 2017 年 2 月 21 日七
地區服務計畫聯合發表會。理事會改組等等，
忙得不可開交。
完成一個夢想必須要有許多過程。面對挫
折，把它當是人生必經之路！規劃時，早就要
納入進去的。對台灣，變成一個地帶，會是台
灣很大的進步，也是 PDG Kambo 一個美麗的
夢想。讓台灣自己決定 4 年誰要出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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