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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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9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1年9月13日(星期二)

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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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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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月4日(二)119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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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今⽇主題：⾺匹今⽇的新⾓⾊          主講⼈：林嫵恬女⼠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8月23日 第1188次例會(出席率:78 %)
社員: 32人  出 席: 20 人  出國:2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3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ntonio、Diamond、Hummer、King、
Stainl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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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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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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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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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請社友、寶眷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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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  題：社員發展
主講人：前社長 許修平PP.BASS (中興社)
主講人：第八分區助理總監李頒仁
         AG.Brendon (和平社)
主講人：前社長陳亮惠IPP May (錫口社)
費用：每名300元

Lawyer 前社長      9/28
White  前社長      9/28
Fred   前社長      9/29

⽣⽇快樂

Hummer社友＆夫人鄧惠宜
   (9/19、二十四週年)

Tan社友＆夫人魏敏芝
  (9/19、十五週年)

現任
◆財團法人方興中馬匹輔學健康社福
  基金會董事
◆希望馬場顧問

學歷
◆Bonn大學東方語言部中文翻譯系碩士
◆北美身心障礙者馬術學會(NARHA)
  初級教練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C級教練

經歷
◆自由中國之聲(後來中央廣播電台德語
  廣播(1993-今)
◆希望馬場課程主任(2005-2015)
◆國際馬匹輔助教育與治療協會理事 
  (2009-2015)
◆國際心智障礙者帕拉運動學會(VIRTUS)
  馬術運動主任 (2016-今)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帕拉馬術組組長
  (2012-今)
◆2021年運動推手獎特別獎得主

3481地區訊息

◎地區活力扶輪社工作坊
時間：10月15日(星期六) 08:30~12:00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1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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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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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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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3年度扶輪青少年領袖獎(RYLA)
研習營開始受理報名，有意願之社友請告
知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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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月30日(五)截止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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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社友園地 宋明超IPP.FrankSung

受文者：受文者：國際扶輪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函 請各社贊助2022-23年度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10,000元
說  明： 
一、 「想像扶輪」給您不一樣的想像。職業服務委員會在22-23年度為扶輪社友將推出
    全面性的服務計畫。統籌五個委員會的各項服務計畫，深入到 3481地區每位扶輪
    社友。
    今年度地區職業服務各委員會全面起動
     1、扶輪職業表彰委員會           主委：PP Jailen/永和扶輪社
         分區聯合例會表揚-各行各業優秀社友，也推廣到社友公司內的優秀員工，能
        認識扶輪進而加入扶輪。
        地區聯合例會表揚-推薦對國家社會建設，經濟，文化，藝術各方面發展有特
        殊貢獻之卓越人士。
     2、職業/產業創新服務委員會      主委：PP Bio/台北扶輪社 
        3481職業產業創新服務Line群組分享職業產業創新資訊，舉辦相關職業創新資
        訊專業論壇
     3、青年就業輔導委員會            主委：PP Alison/台北創新網路扶輪社
         提供青少年對科系與產業認識到青年的短期實習，以解決青年失業的根源原因。
     4、職業論壇委員會                 主委 : PP Billy/台北古亭扶輪社
        密訪古典創新產企業，透過實地走訪 連結意想不到的藍海策略。
         5、職業交流平台委員會             主委 : IPP Sun/台北太平扶輪社
          結合扶輪護照APP及地區Line來做職業介紹與推廣扶輪商店掛牌及Google Map
        標示扶輪商店，推出限時限量振興扶輪社友職業專案優惠。

二、職業服務 總監服務獎項申請
    鼓勵貴社參與並贊助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NT$10000元，列入總監服務獎項。
    1.貴社有2位社員可免費參與職業/產業創新論壇系列活動。  
    2.貴社分區表揚不限名額，地區年會表揚每社1名。
    3.青年就業輔導服務與推薦每社1名。 
    4.貴社有2位社員可免費參與職業參訪活動
    5.貴社有1位社員可優先推廣職業交流平台。
    6.地區活動擺攤優先入選。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邱文麗 DG Wendy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   謝慧蓉 PP Risa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黃東森 PP Building

 

「寧 靜」
一名在紐約謀生的計程車司機，某日接到一通奇怪的乘客叫車。這經驗讓他印象深刻
、感慨許久，於是在網路上匿名分享這個故事：

我接到電話，要前往一個地址載客。到達後，我按了按喇叭，但沒有人出來。
我打了電話，電話沒通，我開始有點不耐煩。這是我下午準備接的最後一單，很快就
要到休息時間了。我幾乎已經放棄、準備直接開走。但最後想了想，還是留了下來。
我等了會，下車按了門鈴。然後聽到一個蒼老虛弱的聲音說：『請等一下！』
我在門口等了一陣，大門才慢慢打開。一個嬌小的老太太站在門裡，我猜她至少90歲了。

她手上拿著一個小行李箱。我向內瞄了一眼，驚訝地發現公寓內的景象。那裡看起來簡
直像沒人居住，所有傢俱都蓋上了布，四面牆光禿禿的，沒有時鐘、沒有裝飾、沒有照
片或畫，什麼都沒有。我只看到角落堆了一個箱子，裡面都是老照片和紀念品。

「年輕人，可以麻煩你幫我把行李箱拿上車嗎？」老太太說。我將行李放進後車廂後，
然後回來扶著她的手臂，帶她慢慢下樓走向車子。她感謝我的幫忙。「應該的」我說
「我對乘客都像對我自己的媽媽一樣」，老太太笑了，「噢，你真的很好」她說。

她坐進車內，給了我一張地址，並要求我不要走市中心的路。「但那樣就無法走捷徑了
，我們會一直繞道」我向她說。「沒關係，我不趕時間」她回答:「我要去的是安寧療
養院」。她的話讓我有些吃驚。「安寧療養院不就是老人等死的地方嗎？」我心裡想。

「我沒什麼親人，」老太太繼續「醫生說我剩下的時間不多了。」那一瞬間，我決定
關上里程表。「所以我應該怎麼走？」我問道。結果，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們都在
城市近郊穿梭。

在車上，她指給我看她曾做過櫃檯的飯店。我們經過許多不同的地方，她和丈夫早年
住過的房子，還有一個她年輕時曾去的舞廳。經過某些街道時，她也會請我開慢點，
好奇地從窗戶內張望，什麼話都沒有說。我們幾乎繞了整個下午和傍晚，直到老太太
終於說：「我累了，我們前往目的地吧」。

在開往療養院的路上，我們一句話都沒有說。安寧療養院比我想像的還小。抵達後，
有兩名護士出來迎接我們。她們拿來一張輪椅，我則搬著老太太的行李。「所以這趟
車總共多少錢？」她一邊問，一邊翻找著手提包。「不用錢！」我回答。「但你也要
養家。」老太太說。「還會有其他乘客的。」我笑著對她說。

我幾乎來不及思考，就給了她一個擁抱。她緊緊抱住我，她紅著眼眶說道。「你讓一
個人生幾乎走到最後幾步路的老人，感到十分幸福，謝謝你」我和她握了手道別。

回程路上，我發現自己在市中心漫無目的地遊蕩。我不想和任何人說話、也提不起載
客的精神。我一直思考，如果當初我沒等到她？如果那時我找不到人，就直接開走了，
她該怎麼辦呢？現在當我回想起那一天，我仍然相信我做了重要且正確的決定。

我們的生活中，總是不停地被忙碌轟炸。我們得做更「重要」的事，更快、更有效率。
但這位老太太，讓我真正體認到了那「安靜、有意義的片刻」。同時也讓我感傷，
人生最後旅程的那種孤獨和悵然。

我們都必須花「時間與自己相處，享受我們的人生」。我們都應該在急忙按喇叭前，
更有耐心地等待。然後，或許我們才會看到，真正重要的事情。

「真正的快樂，不是來自於舒適、財富或別人的讚賞」，而是【做了有意義的事】。

(轉載大台北社PP M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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