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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月27日(三) 989次例會
  ◎與宜蘭西區社聯合例會
    時間:下午6:00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150-1號

2.1月3日(三) 990次例會
  ◎RYE Inbound學生自我介紹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1月10日(三) 991次例會
  ◎新社友自我介紹
  ◎1月理事會

4.1月17日(三) 992次例會
  ◎專題演講:最夯3D列印
    主講人: 陳仁德 老師

5.1月24日(三) 993次例會
  ◎社友職業分享

6.1月31日(三) 994次例會
  ◎陽光例會

   

 

  

今⽇主題 : 社務討論會暨拍賣會      主持⼈:陳仕銘Land  副社⻑

～～
◎雙和隊12月球訊
時間: 12月21日(四)
      10:30報到、11:00開球
地點: 立益球場

◎中和扶輪社授證杯
時間: 12月26日(二)
      11:00報到、11:30開球
地點: 關西旭陽球場

                
106年12月13日 第987次例會
社員: 45人  出席: 35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2 人 
缺席:  Ichilong、Hummer、Light 、
             House、Panel。
出席率: 89%

※社友出國或至友社補出席，請務必
  告知執秘Sandy，以利出席率正確
  統計，謝謝。

【 上週出席統計  】

賀～ 2018-19年度理事當選
理事十三名(依得票數排序)： 
蔡松源、宋明超、林正銘、
劉文欽、周佑民、白成業、
王國權、許慶賢、陳仕銘、
唐哲成、謝煥緒、姜幸麟、
簡志煌。
候補理事二名(依得票數排序)
黃信豪、黃錦雄。

本社總監候選人2票，依社友
投票結果為賴志明獲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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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15參加兄弟社-宜蘭西區社授證典禮於礁溪長榮桂冠酒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訃聞

本社鄭正忠Jack 社友慈⽗鄭老先⽣

慟於 106年⽉⽇仙逝，享壽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年⽉⽇()上午11:30

公祭地點:

地址:

 

訃聞

本社許慶德Chester前社⻑慈⺟ 許老夫⼈

慟於 106年12⽉16⽇仙逝，享壽90歲。

消息傳來全體社友不勝唏噓，特此致哀。

公祭時間:107年1⽉4⽇(四)下午14:30

公祭地點:台北市立第⼆殯儀館⾄真三廳

地址:台北市辛亥路三段330號

 



社友園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7-18年度扶輪知識講習會。
時間：12月23日(六) AM8:00 ~12:00
地點：台北商業大樓10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濟南路1段321號
出席：Tour、Stanley、Iven、K.F。

◎「扶輪公益~圓夢計畫」
時間：107年1月6日(星期六)上午10:00
地點：國軍文藝活動中心藝術廳舉行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69號

12 ______________⽉理事會會議記錄地區活動訊息____________________

活動訊息

◎2017 盲人環台為視障而跑公益活動。
時間:2017年12月23日(六)早上9:00
地點: 南門國民中學
地址: 台北市廣州街 6 號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棒〜想分享給各位

☆一士兵遭到敵軍突襲後逃到了山洞。
敵軍在身後緊追，他躲在洞中祈禱不被敵人發現。突然胳膊被狠狠地蟄了一下，原來
是只蜘蛛，他剛要捏死，突然心生憐憫，就放了它。
蜘蛛爬到洞口織了一張新網，敵軍追到山洞見到完好的蜘蛛網，猜想洞中無人就走了。
【啟示】
很多時候，幫助別人同時也是在幫助自己。

☆父親丟了懷錶，他抱怨著翻騰著四處尋找，可半天也找不到。等他出去了，兒子悄
悄進屋，不一會就找到了。父親問：怎麼找到的？
兒子說：我就安靜的坐著，一會就能聽到滴答滴答的聲音，錶就找到了。
【啟示】
我們越是焦躁的尋找，越找不到自己想要的，只有平靜下來，才能聽到內心的聲音。

☆一個行者問老和尚：您得道前，做什麼？
老和尚：砍柴擔水做飯。行者問：那得道後呢？
老和尚：砍柴擔水做飯。行者又問：那有何差異？
老和尚：得道前，砍柴時惦記著挑水，挑水時惦記著做飯；
         得道後，砍柴即砍柴，擔水即擔水，做飯即做飯。
【啟示】
活在當下！大道至簡，平常心是道。

☆抱著你自己10公斤重的孩子，你不覺得累，是因為你喜歡、愛她；換抱著10公斤重
的石頭，你肯定堅持不了多久。
【啟示】
當一個人不喜歡做某件事，就算他才華橫溢，也無法發揮；當一個人喜歡上了某件事
，他發揮出來的能力會讓你大吃一驚。所以，一個人沒有成績，不一定是他沒有能力
，很可能是因為不喜歡。

☆二戰時，一猶太家庭遭到迫害，大兒子和小兒子分別去尋求幫助。
大兒子去找曾經幫助過自己的人，小兒子去找自己曾幫助過的人。
結果卻是大兒子獲救，小兒子被出賣。
【啟示】
愛你的人，會一直願意為你付出，你愛的人，卻不一定願意為你付出。
在現實中，真正對你忠誠的都是曾經給過你恩惠的人、愛你的人。

☆烏鴉往東飛，遇到鴿子。都停在一顆樹上休息，鴿子見烏鴉飛得很辛苦，關心地
問：您要去哪裡？
烏鴉忿忿答：其實我不想離開，可是這個地方的居民都嫌棄我的叫聲不好。
鴿子好心地說：別費力了，如果你改變不了你的聲音，飛到哪都不會受歡迎的。
【啟示】
做事也是如此，改目標，不如改方式，改環境，不如改自己。

☆一頭驢子不慎掉進了枯井，眾人設法救它，都沒有成功，就決定埋了它。
驢子悲聲鳴叫，可當泥土落下的時候，它卻出乎意料地安靜了。
它努力抖落背上的泥土，把它們踩在腳下，讓自己登高一點。就這樣，它隨著泥土
的抖落不斷登高，最後竟在眾人的驚奇聲中走出了枯井。
【啟示】
關鍵時刻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師父問：如果你要燒壺開水，生火到一半時發現柴不夠，你該怎麼辦？
有的弟子說趕快去找，有的說去借，有的說去買。
師父說：為什麼不把壺裡的水倒掉一些呢？
【啟示】
世事總不能萬般如意，有捨才有得。人生要有捨有得、活在當下

陳仕銘 Land副社長時間：12月13日下午14:00
地點：福容飯店B1牡丹廳
出席：Computer、Steve、Eden、Metal、
            Diamond、One、 Georgia、Chester、
            Richer、Stainless、Land、Peter。
列席：Richard。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06年11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 11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張國端Alumi社友申請退
           社案。
    說明：已於11月理事會提出。
    決議：免予通過。歡迎隨時再入社。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組別/爐主 組                        員 時間、地點如下：

第一組 White Stanley One 時間：12月23日(六)下午4:30-5:30

CP.Leader Ichilong Eric Bank 地點：台北福容飯店2F桂花廳

 K.F. 餐敘：1F田園(5:30~)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 266號

第二組 PP.Watt PP.Stainless PP.Metal 時間：12月23日(六)中午12:00

PP.Peter House Eason Archi 地點：茄子洋廚

Jeff   地址：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號2樓

第三組 Tour Richer Lloyds 時間：12月23日(六)中午11:45

PP.Eden Hummer PP.Delica Antonio 地點：八拾捌茶輪番所(西本願寺園區內)

JackYeh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 174號

第四組 Tom PP.Richard Light 時間：12月23日(六)上午10:00

PP.Lawyer PP.Georgia Diamond Jacky 地點：北投區湖底路4之6號至淨明精舍

餐敘：蘇杭小館(振興醫院旁)

地址：台北市北投區振興街 45號2樓

第五組 IPP.Steve Ray Land 時間：12月23日(六)下午6:30

PP.Lawrence PP.Fred Computer Jack 地點：一郎日本料理

地址：台北市和平西路一段 150-1號

第六組 PP.Steel Panel Color 時間：

PP.King FrankSung PP.Chester Iven 地點：另行通知

   地址：

第三次爐邊會(分組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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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社慶典
◎台北及美社&中和及安社聯合授證典禮
時間:12月22日(五)下午17:30報到
地點:中和華漾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號4F
出席:Computer、One、Bank、House、
     Iven、Jack Yeh、KF、Antonio、
     Stanley、Tour、Archi。
     
◎中和扶輪社授證典禮
時間:1月6日(六)下午17:30報到
地點:狀元樓晶豪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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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Eden夫人徐瑞琴一桿進洞幸運分享�
時間：12月30日(六)下午6:00
地點：板橋 台南担仔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