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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每週二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台北福華飯店(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2021-2022年度 第二十四卷 第  18 期 第1155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0年11月23日(星期二)

1 11月30日(二)第五週休會。.

2.12月7日(二)115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
                  B2【福華廳三區】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專題演講：幽默說話技巧，
               讓您處處受人歡迎
    主講人：謝文苑先生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12月14日(二)1157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台北福華飯店4樓花梨軒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三段160號 
  ◎社員大會：選舉第25屆理事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4. 12月21日(二)1158例會
  ◎與新店碧潭社聯合例會
  時間：18:00報到、18:30開會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
                 5樓
  ※敬請全體社友準時出席。

    
   

   

 

 

RID3481

【 上週出席統計  】
                
110年11月20日 第1154次例會(出席率:79 %)
社員: 34人  出 席: 20 人  出國: 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3 人  
未出席社友:
Art、Gordon、Hummer、Light、Archi、
Ping、Jack。

  今⽇主題：社務討論會         主持⼈：Jeff  副社⻑

~~~~~~~~~~~~~~~~~~~~~~~~~~~~~~~~~~~~~~~~~~~~~~~~~~~~~~~~~

~~~~~~~~~~~~~~~~~~~~~~~~~~

◎國際扶輪反毒暨消除C肝路跑
日期：11月27日(六)上午06:00-10:30
地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出發起終點)
已報名：FrankSung+ 、Antonio+ 、2 1
Computer+ 、Ray+ 、Fred+ 、Jeff+ 、1 1 1 1

+ 、 、 + 。Lloyds 1 Panel Tan 1

※ 活動防疫更新通知
活動當天會在篩檢站設立檢查點，參賽
選手可出示疫苗黃卡或是健保卡（不需
要正本，手機拍照或影本也可），若有
出示則會在號碼布上貼上健康證明貼紙
，若無出示則無貼紙，但不影響任何比
賽權益，但不論是否有健康貼紙在會場
內都須戴口罩，賽道上皆可不戴口罩(
工作人員除外)，我們秉持扶輪活動市府
協辦，因此在防疫規劃上還是做得比較
嚴謹，還是鼓勵大家拍一下，非常感謝
您的支持與配合。

◎ 周年運動會扶輪家庭野餐嘉年華 5
時間： 月 日 六12 12 ( ) 10:00~16:00
地點：國立師範大學 校本部 日光大道( )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 段 號1 162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3481地區聯誼活動

~~~~~~~~~~~~~~~~~~~~~~~~~~~~~~~~~~~~~~~~~~~~~~~~~~~~~~~~~

24屆顧問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1月19日(五)下午18:30
地點:悅上海 餐廳
出席:W 、L 、P 、E 、Lhite eader eter den awyer
      、L 、C 、K 、W 、awrence hester ing att
      G 、S 、F 、S 、eorgia tainless red teve
      C 。omputer
列席:FrankSsung、Lloyds、Jeff、Antonio、
      Ray 。
討論事項:
(一) 案由:推薦台北永東第27屆社長人選。
    決議:推薦社友RAY承擔台北永東第27
         屆社長，RAY也願意承擔此重任
         後續將交社員大會同意後確認。
(二) 案由: 討論社友遺孀參與社內活動事宜。
    決議:全體委員同意交由本屆理事會研
         議可行方案再行決議。 

3481地區活動預告

◎地區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 月 日 六 下午11 27 ( ) 14:30~17:00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主講人：國際扶輪前理事  謝三連
         PRID Jackson
        (3522地區台北東昇社)
講  題：如何申辦國際扶輪年會
費  用： 每名300元

◎地區扶輪基金獎助金管理研討會
時間：12月11日(六)上午8:30~12:00
地點：國立台北商業大學承曦樓10樓
       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一段321號
費用：每名300元

110/11/20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於一郎日本料理濱江店

友社慶典

◎宜蘭西區社授證37週年慶典
日期：12月15日(三)下午6:00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

~~~~~~~~~~~~~~~~~~~~~~~~~~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4屆社刊
~~~~~~~~~~~~~~~~~~~~~~~~~~~~~~~~~~~~~~~~~~~~~~~~~~~~~~~~~ ~~~~~~~~~~~~~~~~~~~~~~~~~~~~~~~~~~~~~~~~~~~~~~~~~~~~~~~~~

地區來函 社友園地

~~~~~~~~~~~~~~~~~~~~~~~~~~~~~~~~~~~~~~~~~~~~~~~~~~~~~~~~~

牆上的咖啡
一日，和朋友在洛杉磯一家有名的咖啡廳閒坐，品着咖啡。這時進來一個人，坐在我
們旁邊的那張桌子旁。

他叫來服務生說：「兩杯咖啡，一杯貼牆上。」他點咖啡的方式令人感到新奇，我們
注意到只有一杯咖啡被端了上來，但他却付了兩杯的錢。他剛走，服務生就把一張紙
貼在牆上，上面寫着：一杯咖啡。

這時，又進來兩個人，點了三杯咖啡，兩杯放在桌子上，一杯貼在牆上。他們喝了兩
杯，但付了三杯的錢，然後離開了。服務生又像剛才那樣在牆上貼了張紙，上面寫着
：一杯咖啡。

似乎這種方式是這裡的常規，但却令我們感到新奇和不解。不過由於事不關己，我們
喝完咖啡，付了錢，就走了。

幾天後，我們又有機會去這家咖啡店。當我們正在享受咖啡時，進來一個人，此人衣
着與這家咖啡店的檔次和氛圍都極不協調，一看就是個窮人。

他坐下來，看着牆上，然後說：「牆上的一杯咖啡。」服務生以慣有的姿態恭敬地給
他端上咖啡。

那人喝完咖啡沒結賬就走了，我們驚奇地看着這一切，只見服務生從牆上揭下一張紙
，扔進了紙簍。此時，真相大白，當地居民對窮人的尊敬讓我們感動得熱淚盈眶。

咖啡既不是社會的基本需要，也不是生活的必需品，但需要指出的是，當我們享受任
何美好的東西時，也許我們都應該想到別人，有些人也喜歡這樣的東西，但却無力支
付。

再說說那位服務生，他在為那個窮人服務時，一直都是面帶笑容。而那位窮人，他進
來時，無須降低自己的尊嚴討要一杯免費的咖啡，他只需看看牆上。

多付款的那杯咖啡叫待用咖啡，你付錢了，但並不知道誰會享用它。這就是有愛和美
的世界。
【注：人們提前買了咖啡，讓付不起的人享受溫暖。這開始於義大利Naples，現已傳
遍全世界】

周佑民PP.Steve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 參加職業產業創新委員會舉辦之『以數位科技驅動中小企業創新升級』
        講座活動 由。
說  明：
1. 為協助扶輪社友從事的企業在疫情及國際產業趨勢變化下的超前部屬，由職業產業
  創新委員會舉辦『以數位科技驅動中小企業創新升級』講座活動，敬邀參加。
2. 『以數位科技驅動中小企業創新升級』講座活動
   時間：111年 1月8日上午8:30-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學台北校區承曦樓10樓國際會議廳(濟南路一段321號)
   費用：500元 /位 (活動現場繳交)
   報名方式如下：
   （１） 第一階段【免費報名】：
          職業服務計畫之贊助社享有2位免費報名參加之名額，必須於12/10(五)前由
          各贊助社社辦統一彙整報名至地區，方得享有此優惠。
   （２） 第二階段【付費報名】：每位500元現場繳交
          12/13(一)開放非贊助社及贊助社第3位(含)以上之社友報名，統一由各社社
          辦彙整填覆報名表至地區12/31(五)截止報名。
3. 疫情期間配合政府防疫措施，目前室內場地無人數限制座，屆時防疫措施若有異動
  ，將會配合政府政策調整，敬請見諒。
4. 隨函附上報名表及相關議程一份，請查收。請大家儘早報名以免向隅。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黃永輝 DG APPS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黃志超 PP Charles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李文正 PP Ortho
                                   職        業產業創新服務委員會主委  溫銘� PP Bio

~~~~~~~~~~~~~~~~~~~~~~~~~~~~~~~~~~~~~~~~~~~~~~~~~~~~~~~~~

第四分區活動預告

◎住宅用火警警報器捐贈
時間：12月10日(五)下午3:00報到
地點：新北市第七救災救護小隊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環河西路二段177-1號
主辦社：大台北社/每社預算10,000元

◎看見就是力量
時間：12月16日(四)上午10:00-12:00
地點：南港關愛之家
地址：台北市南港區南港路一段173號3樓
主辦社：台北大時代社/每社預算10,000元

◎盲人環台為公益而跑開幕儀式
時間：12月25日(六)上午7:30報到
地點：台北市立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台北市中正區廣州街6號
主辦社：台北路跑社/ 每社預算10,000元

◎關懷獨居老人新春送暖-備糧包
時間：1月11日(二)下午3:00報到
地點：永和耕莘醫院(住院大樓12樓)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國光路123號
主辦社：台北永東社/ 每社預算10,000元

110/11/19召開24屆顧問委員會於悅上海餐廳

110/11/18第四分區舉辦聯合社區服務-未來之眼音樂扶輪 於台北啟明學校

110/11/20參加扶少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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