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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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期 第1205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2年01月10日(星期二)

                
112年1月3日 第1204次例會(出席率:78%)
社員: 32人  出 席:  23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0 人  
未出席社友:
Art、Diamond、Ichilong、King、Panel、
Jacky、Hummer。

今日主題：疫情下社會團體的責任與實踐   主講人：黃永輝 IPDG AP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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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
 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系碩士畢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士畢
現職：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名譽理事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理事
采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采動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暖東休閒有限公司董事長

其他經歷：
國際扶輪3481地區2021-22年度總監
保安警察第二總隊警察之友會 創會主任 
  演算法與計算理論學會 創會會員/理事
財團法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董事
國際扶輪台灣總會名譽理事
台灣扶輪出版暨網路資訊協會理事
台北信義社2016-2017 社長

本月結婚週年快樂本月生日快樂 詹凌駕老師精彩演講

頒發RYE零用金 1/4聯合服務用愛挺憨兒 12/24聯合服務盲人路跑 RYE與顧問餐敘

賀 黃信豪Archi社友與鄭允婕小姐
結婚喜宴

時間：112年3月26日(日)下午6:00
地點：新板希爾頓飯店三樓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88號

⾦⽟良緣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準時出席。 

1.1月17日(二)1206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B2百合廳
  ◎專題演講：聯絡中
    主講人：黃桂香DGE.Jennifer
  ◎歲末尾牙

2.第三次爐邊會暨新春晚會(1207例會)
  時間：2月4日(六)18: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民族東路336號5樓
  爐主：Jeff(組長)、Eden、Lawrence、
          King、Metal、Georgia、White、 
       Panel、Diamond、Antonio、
              Ichilong、Cool、Tom、Art。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

3.原2月7日(二)例會變更與新春晚會
  合併。

4.2月14日(二)1208例會與雙和社聯合
  例會
  時間：12:00用餐、13:00開會
  地點：福華飯店
  ◎專題演講：講題聯絡中
    主講人：呂慶龍特任大使
 

  

 

    
   

   

 

 

【 上週出席統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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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園地

RTN 事由 金額

Antonio
歡迎美麗大方寶眷出席2023第

1次例會。
1,000

Archi 2023新年快樂。 1,000

Chester
歡喜Eden又生龍活虎，一隻活

龍。
1,000

Eden 生日真開心!祝大家新年愉快。 1,000

Fred
祝大家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

樂!
1,000

FrankSung 開心來例會。祝大家新年快樂! 1,000

Georgia 歡迎主講老師。 2,000

Jeff 開心例會。 1,000

Lawyer

結婚49週年，高興贈妻詩2首：

「六趣夢裡，感謝有妳，醒後

空空，蓮花並蒂」，另首：「

松下無生悟，雨露潤閻浮，明

心也見性，瑜玉摩尼珠。

2,000

Leader
期待大家相見，人在國外，心

在永東。
2,000

Lloyds
歡迎詹教授蒞臨演講及夫人們

參加例會。
2,000

Light 歡喜結婚23週年。 2,000

Metal
歡喜甲各位美麗夫人相見，祝

大家2023新年快樂。
1,000

Peter 老婆出席率不好，所以… 1,000

Stainless 祝大家新年快樂，平安順心。 1,000

Steve 祝大家新年快樂。 1,000

Tan
歡迎詹老師來主講，祝大家新

年快樂。
1,000

Watt
祝本月結婚週年慶及生日的社

友與夫人美滿快樂。
1,000

White 高興美麗夫人們與會。 1,000

李明娟 祝大家新年快樂！ 1,000

劉麗滿 祝大家新年快樂！ 1,000

許淑美 謝謝社長娘熱情邀請聚會。 1,000

Monica
(大時代社社長)祝福永東社

社運昌隆。
1,500

小計

前期

指定捐款：356,000

合計

28,500

566,000

一般捐款：181,500  537,500

想和大家分享兩個舊故事，看看大家（你）又會如何選擇？

《故事一》
某家公司有一個傳統，每年聖誕節夜都會舉辦晚會，並舉行抽獎。抽獎的規矩是這樣
的：每個員工都繳交十元美金做為基金，全公司共有三百人，換句話說，共能募集到
三千美金，而被抽中的幸運兒，就可以將這些錢全抱回家。

抽獎當天，辦公室洋溢著熱鬧的氣氛，每個人紛紛在紙條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投進抽
獎箱中。但是，一個年輕男子下筆時卻猶豫了。因為他想到，公司的清潔阿姨體弱多
病的兒子最近要開刀，但她卻沒有錢支付手術費用，讓她非常煩惱。於是，儘管知道
抽中的機會渺茫，只有三百分之一的機會，但男子還是在紙條上，寫下了那名清潔工
的名字。

緊張的時刻來臨了，老闆在抽獎箱中翻攪了一番，最後抽出一張紙條，而男子也在心
中不斷地禱告：希望清潔阿姨可以得獎 ……接著，老闆慎重宣布得獎人的名字，奇蹟
發生了！中獎的竟然真的是那位清潔工！辦公室爆出歡呼聲，清潔阿姨連忙上台領獎
，幾乎喜極而泣的她，感動地說：我真是幸運！有了這一筆錢，我兒子就有希望了！

晚會開始，男子一面想著這個「聖誕奇蹟」，一面踱步到抽獎箱旁，他順手摸出一張
紙條，不經意地打開一看，上面寫的，竟然也是清潔阿姨的名字！男子非常吃驚，接
連又抽出好幾張紙條，上面的字跡雖然不一樣，但寫的名字全都相同，一一都是那清
潔阿姨的名字！男子紅了眼眶，他赫然明白，世界上真的有聖誕節的奇蹟，只不過，
奇蹟不會從天上掉下來，而要人們自己去創造！

《故事二》
有一天下午，我跟一個朋友到郊區散步，突然，有一個穿著破爛的老人靠了過來，手
中提著一袋袋青菜推銷。那些青菜的賣像很差，菜葉脫水枯黃，上面還有一個個蟲咬
的小洞。但朋友二話不說，一口氣買了三袋；老人還很不好意思地解釋：「這菜是我
自己種的，前陣子下大雨，菜都泡爛了，樣子不好看，真抱歉。 

老人離去後，我問朋友：你回家真的會吃這些菜嗎？他想也不想地說：不會，這些菜
已經不能吃了。那你為什麼要買？因為那些菜不可能有人買。如果我也不買，那個老
人恐怕就沒有收入了。朋友的善行讓我十分佩服，所以我追上老人，也跟他買了一些
菜。那老人非常高興地說：「我今天賣了一整天，只有你們肯買，真是謝謝你們。」
幾把根本不能吃的青菜，讓我上了寶貴的一課。

。。。。。。。。。。。。。
當我們陷於低潮的時候，都希望有奇蹟降臨在我們身上；但當我們有能力的時候，是
否願意去做那個創造奇蹟的人呢？！

當讀完本篇文章時，每個人都有兩個選擇： 

1 ）可以將它傳揚出去，傳播一些積極正面的信息，讓世間多一點愛。

2）也可以根本不去理會它，就像從未看見一樣。

但係，你的一個小小的分享動作，就可能照亮無數人的命運，人因夢想而偉大，更因
行動而成功，你因學習而改變！

我轉發了，你呢？

李榮周PP.Watt3481地區訊息 紅箱捐款 112.01.03

◎3481地區團隊訓練研討會
時間：2月11日(六) 08：20 - 16：33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14 樓艋舺廳
地址：台北市艋舺大道101號

◎3481地區想像扶輪歌唱比賽
初賽：2月12日假中正紀念堂 演藝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21號)
決賽：3月7日假大直典華 五樓 

(台北市中山區植福路8號)
資格：3481地區社友、寶眷(直系親屬)

或職員為限。
報名費：2000元 /位
曲目： 以英、日、國、台語為限。
※ 1月31日截止報名，敬請有興趣社友

向秘書報名。

◎坪林實驗國中山野教育計劃
時間：1月12(四)上午10:20報到
地點：新北市坪林實驗國中
地址：新北市坪林區國中路4號
主辦社：新店碧潭扶輪社
※敬請社友踴躍出席。

聯合社區服務

◎台北大航海家扶輪社授證5週年慶典
時間：2月10日(五)18:00聯誼18:30開始
地點：格來天漾大飯店15樓天嵐廳
地址：台北市萬華區艋舺大道101號

◎永和社授證46週年慶典
時間：3月8日(三)18:00聯誼18:30開始
地點：新板希爾頓飯店
地址：新北市板橋區民權路88號
※歡迎社友報名出席。

◎本社授證25週年慶典
時間：3月28日(二)18:00聯誼18:30開始
地點：台北福華大飯店B2福華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仁愛路三段160號
※敬請社友、夫人準時出席。

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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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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