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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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3年度 第二十五卷 第  8 期 第1188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9月3日(星期六)

1.9月6日(二)例會變更與第二次爐邊會
  暨中秋晚會合併舉行。 

2.9月13日(二)1189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福華廳三區】
  ◎專題演講：主講人聯絡中
  ◎慶生會暨結婚周年慶

3.9月20日(二)1190例會變更與第四分
  區聯合例會，時間、地點如下
  ◎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時間：9月20日(二)PM17:30
  地點：格萊天漾14樓艋舺廳
  專題演講:創新商業模式案例分析與
            成功方程式
  主講人:王建斌博士
  ※敬請社友踴躍出席。

4.9月27日(二)1191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歡迎社友
    踴躍提供拍賣品。
  ◎新社友Frank自我介紹
  
 

  

   
   

 
  

 

    
   

   

 

 

         今⽇主題：第⼆次爐邊會暨中秋晚會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8月23日 第1187次例會(出席率:66 %)
社員: 32人  出 席: 13 人  出國:2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4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ntonio、Diamond、Hummer、Metal、
King、Light、Archi、Jacky、Panel、Ray。

◎大雙和隊9月球訊
時間：9月15日(四)10:50報到、11:20開球
地點：山溪地球場
※歡迎社友、寶眷報名參加。
  
◎國際扶輪公益路跑
日期：9月18日(日)06:00〜09:00
   地點：總統府前廣場 (出發)至台北市政府
       前廣場(終點)
※已報名社友寶眷請準時出席。

◎地區年會羽球聯誼錦標賽
日期︰11月13日(日)08:00報到、09:00開始
地點︰台北體育館7樓羽球場
地址：台北市松山區南京東路四段10號
※歡迎社友、寶眷報名參加。

 

聯誼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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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分區聯合服務
◎台灣藝術博覽會-扶輪慈善藝術大賞
  時間：9月9日(五)AM10:00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地址：台北市信義區信義路五段5號
  預算：每社一萬  
  主辦社：台北永東扶輪社

◎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反毒宣導活動
  時間：10月18日(二)13:30-16:00
  地點：新北市立福和國民中學 
  地址：新北市永和區永利路71號
  預算：每社一萬 
  主辦社：永和扶輪社
 
 

第⼀次拍賣會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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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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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蚓激酶 Peter Stainless 5,000

蚓激酶 Peter Steve 5,000

蚓激酶 Peter Computer 5,000

干得寧套組 Peter Lawyer 3,000

干得寧套組 Peter Ichilong 3,000

麥卡倫12年 Steve Georgia 3,000

百富12年 Lloyds Peter 3,000

小計 27,000

兄弟社活動預告
◎台北永東社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時間：10月29日(六)17:00-21:00
地點：礁溪寒沐酒店
地址：宜蘭縣礁溪鄉健康路1號
※行程近期公布，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111.8.22參加建安國小揭牌儀式 / 111.8.26參加大世紀社授證 111.08.21參加地區講習會/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3-24年度青少年長、
短期交換派遣學生甄選送件時間如下，有
意願之社友請告知社長、秘書或顧問主委
White協助辦理。
時間：2022年7月19日(二)〜10月28日(五)
※10月28日(五)截止申請。

RYE重要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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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度阿布達比地帶研習會將於2022
年12月2-4日在Yas Island, Abu Dhabi
舉行，敬請各社鼓勵社友及寶尊眷踴躍
報名參加。

R I 訊息
9⽉份扶輪知識圓桌會議

時間：9月24日(六)下午14:00~17:00
地點：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11-1會議室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費用：每名300元



台北永東扶輪社第25屆社刊
~~~~~~~~~~~~~~~~~~~~~~~~~~~~~~~~~~~~~~~~~~~~~~~~~~~~~~~~~ ~~~~~~~~~~~~~~~~~~~~~~~~~~~~~~~~~~~~~~~~~~~~~~~~~~~~~~~~~~~~~~~~~~~~~~~~~~~~~~~~~~~~~~~~~~~~~~~~~~~~~~~~~~~~~~~~~~

地區來函 社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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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榮周PP.Wa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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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實的故事發生在1995 年的美國：
一位名叫大衛的商人，因為洽公需要開車要到紐約，路程中夜深了，又異常疲倦，
趕緊下高速公路找地方睡覺，勉強在附近養老院裡找到床位讓他暫住一晚。

第二天要離去時，他突然心有所感的問院長，有什麼事是他可以幫忙作的?
院長說，昨晚一位猶太老人過世，正想將他葬在基督教公墓，大衛聽了，說：「既然
是猶太人，應該比較樂意葬在猶太墓園，而非基督教公墓。」便表示他開的是大型休
旅車，可以順路載到紐約的猶太墓園。

親愛的，看到這裡，請想想看:
我們身邊哪有人會願意開著車順路載一具屍體呢? 但是大衛真的這麼做了。
他回到紐約，找到一個慈善機構，慈善機構的管理員告訴他 ，五十年前，有一位猶太
慈善家捐了一筆錢，保留了一些墓穴給無力安葬的貧困者。

當慈善機構的管理員聽到死者的名字「西蒙·溫斯敦」時，神情無比驚訝地說：
「這名字好熟悉!」
看了遺容後，他滿臉是淚水：「我們要以他為榮，上天展現奇蹟，這老人就是50年前
提供基金的大善人，你把他帶回他最希望的安息之地！」�

個人能夠得到半個世紀前，他自己所種下的善因緣，這是回饋，也是感應，更是老祖
宗所說的善有善報。如同隨意埋下的種子，終究有一天，也會成為濃蔭蔽天的大樹。
 
請不要輕忽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善念與善行，正是這些意念與行動在無形中拉成一條
線，帶我們奔向幸福 �

而且偷偷告訴你 : 布施其實很簡單，很簡單，很簡單!
經典裡有所謂的【七施】這7種都是舉手之勞不花一毛錢的:
(1)言施：說話禮貌，口氣好。 
(2)眼施：眼神真誠善良。
(3)顏施：和顏悅色，不要兇嘛，來~笑三個!!!
(4)身施：舉手之勞，幫個忙哦。
(5)心施：打從心底的關懷。
(6)房施：不是把房子給人，而是像房子一樣可以包容。
(7)座施：如果以上的暫時沒機會做到，那麼至少讓個位吧!
人為善；福雖未至，禍以遠離願與大家共勉。

受文者： 各扶輪社社長、扶青社社長、青少年服務主委、各分區助理總監
主  旨：敬請 貴社惠予贊助「2022-23年度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研習營」活動成
        為共同主辦社，並推薦乙位優秀學員參加活動。
說　明：
一、 研習主題：培育青年、改變未來(Cultivate the Youth, Change the future)
二、 研習說明：
    本年度以扶輪七大焦點領域作為「永續提案」主題 RYLA以「帶狀式課程」及「永
    續提案競賽」為核心。＊詳細請參閱檢附件資料本年度研習計畫
三、 研習地點：採虛實整合方式，實體地點另行通知
四、費用：各共同主辦社每社贊助新台幣貳萬元整，並可優先推薦乙名學員參加。
五、推薦資格：20-26歲之公私立大學(院)及研究所在學之學生、社會青年。
六、獎勵：

     1.各共同主辦社可列入地區總監青少年服務並申請RI社長獎項(加強計分)。
     2.共同主辦社可享線上學習平台兩個月使用權限。
七、另附上贊助社承諾回函，懇請協助填覆。贊助款則請匯入地區指定帳戶。
八     、報名時間：各社推薦報名截止為2022年9月30日，額滿為止。
九、檢附扶輪青少年領袖獎研習營參加辦法及報名表，敬請查照彙辦。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邱 文麗DG Wendy
                                                  青少年服務委員會主委林  仁祥PP Print
                                                   RYLA委員會主委       郭 銘豪 PDRR Adam

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為提名2025~2026年度3481地區總監提名人，請各社推薦候選人由。
說　明：
一、依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二章總監之提名與選舉相關條文規定辦理。
二、總監提名人資格請參閱附件(一)。欲推薦候選人之扶輪社請將所有文件於2022年
    10月24日以前，以郵局掛號郵寄至3481地區服務中心 地區選務委員會收 (臺北市
    復興南路1段127號11F-1)，以寄發郵戳為準。
    所須檢附文件如下:
    1. 經社長及秘書簽名之扶輪社推薦函,該推薦書應以在該社例會中提名候選人作成
      決議案之方式提出。
    2. 刊登有本扶輪年度內通過之理事會及全體社員大會同意推薦為候選人之會議紀
      錄社刊。
    3. 總監提名候選人申請表格(附件二)並附2吋照片1張, 如有需要可自行使用A4尺寸
      紙張補充個人資料。
    4. 候選人本人簽名、蓋章之接受推薦同意書並表明願意、承諾並能夠履行國際扶
      輪細則16.030規定之總監應盡之任務與責任。
      以上文件應於截止日期前檢附齊全，且一律以郵局掛號郵寄(截止日期以郵戳為
      準)，不接受親自送件。
    5. 寄送資料前請再次參考資料審查表(如附件三)，確認上述各項文件齊全後再寄出。

三、謹此函請查照。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2-23年度
                                         地區總監邱文麗DG Wendy
                                         選務委員會主委林秀華 PP Ann

(網路轉載)

111.8.28參加地區扶少團領導人訓練會議 PP.Computer擔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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