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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宜蘭西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4月26日(四)下午5:30報到 
  地點:品華餐廳 
  地址:宜蘭市中山路五段477號
  ※遊覽車集合時間、地點:
    時間:下午4:00集合、4:30出發
    地點:中正紀念堂捷運站五號出口旁的
         國家戲劇院廳路邊(車號 351-TT)
   (開車可停中正紀念堂也可以搭乘捷運）

2.5月2日(三)1004次例會
  ◎專題演講:閩南語的吟唱
    主講人:蔡金安老師(邀請人:PP.Lawyer)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慶 

3.第四分區聯合例會
  時間:5月4日(五)下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嘉賀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二段293號10樓
  專題演講:創意改變人生
  主講人：王登福 先生
  ※歡迎社友踴躍出席。 

 

  

                
107年4月11日 第1001次例會
社員: 47人  出席: 33 人 出國:3人
免記:  6人  補出席: 5 人 
缺席:  Ichilong、Iven、King、Eason。
出席率: 91 %

【 上週出席統計  】

今日主題：與新店碧 

◎翡翠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4月27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號1樓
出席:Computer、Richer、Diamond、Land、
           One。

◎汐止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5月9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寬和宴展館1樓海芋廳
地址:新北市汐止區大同路一段237-6號
出席:Computer、Richer、Diamond、Chester、
Eden、Delica、Fred、Georgia、Leader、Watt。

◎新北市大台北扶輪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5月11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徐州路2號庭園會館
地址:台北市徐州路2號
出席:Computer、Richer、Diamond、Jeff、 
           Antonio、Lloyds、Tom、Jack Yeh、 
          Iven、Tan、White、One。

◎中和圓通扶輪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5月17日(四)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華漾大飯店 福漾廳(中和環球店)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山路三段122 號
出席:Computer、Richer、Diamond、Stanley 
 Frank Sung、House、KF、Archi、Cool、One。

◎新店碧潭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5月25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三段205 號

◎新店社授證慶典晚會
時間:6月1日(五)下午5:30註冊、6:00開始
地點:新店豪鼎飯店

友 社 慶 典 3481地區活動
◎地區圓桌會議
  時間 : 4月28日(六)14:30-17:00 
  主講人 : 蔡逸泓  前社長 (PP Archi)
            台北西門社 (3481地區)
           黃敏靈  前社長 (PP Jo)
           台北芙蓉社 (3481地區)
  講題：分享扶輪的感動
  進行方式：
  主席致詞：PDG Design (西門社) 
  議題主講人：PP Archi (西門社) 
  議題主講人：PP Jo     (芙蓉社)
  費用：$200 (可計補出席壹次)
  地點 ：台北市進出口商業同業公會11樓 
        第一教室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350號11樓 

◎地區領導人研討會(DLS)
 時間：5月12日上午8:00 -12:10(星期六)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10樓國際會議廳
  ※歡迎前社長踴躍報名參加。
 
 ◎地區Inbound學生華語演講比賽 
 時間：5月19日(六)PM12:00~17:00
 地點：中國文化大學大夏館B1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31號

◎2018-19年度本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5月26日（星期六）上午8 : 00~ 12 : 00 
地點: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一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進入)

◎社訓練師講習會(CTTS)
時間: 5月26日13:00-17:10
地點: 台灣大學法學院霖澤館1樓國際會議廳
地址：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一號
      (復興南路與辛亥路口進入)

~~~~~~~~~~~~~~~~~~~~~~~~~~~~~~~~~~~~~~~~~~~~~~~~~~~~~~~~~
日期: 5/19(六) 5/20(日)
行程:
5/19 上午活動 : 日月老茶廠          
      中餐:      一味無二綠食坊 
      下午活動 : 日月潭纜車, 九蛙頭步道 
      晚餐:      映涵渡假飯店餐廳 
      住宿:      日月潭映涵渡假飯店 
5/20 上午活動 : 搭船環湖,日月潭向山遊客
                 中心 
      中餐:      埔里金都餐廳 
      下午活動 : 埔里廣興紙寮 

●費用:1350元/人
●住宿費用如下:
   2人房4700元/3人房5500元/4人房7000元
●贊助:
1.社長宴請第一天晚宴: 映涵渡假飯店餐廳
2.社當與副社長宴請第二天午宴:埔里金都餐廳

〈春季旅遊～日月潭二日遊>

第三次登山健行會通知
~~~~~~~~~~~~~~~~~~~~~~~~~~

登山地點：淡蘭古道灣潭段
日期：4月28日(六)上午08:10
集合：坪林行控中心
停車地點：張家莊09:00
午餐：12:30
地點：坪林泰源茶莊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參加。

～～
◎汐止扶輪社授證杯
時間： 5月1日(星期二)
       上午10:20報到、11:00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永東隊五月球訊
時間:5月15日(二)
     11:30報到、12:00開球
地點:大溪鴻禧球場
※本次與新店碧潭社球敘爭冠，
  請社友踴躍報名。

潭社聯合例會   



~~~~~~~~~~~~~~~~~~~~~~~~~~~~~~~~~~~~~~~~~~~~~~~~~~~~~~~~~ ~~~~~~~~~~~~~~~~~~~~~~~~~~~~~~~~~~~~~~~~~~~~~~~~~~~~~~~~~
第 五 次 爐 邊 會 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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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友  園  地 陳仕銘Land 副社長

人生團團轉，只因繩未斷

一個書生從家裡到一座禪院去，
在路上他看到了一件有趣的事，
想以此去考考禪院裡的老禪師。

來到禪院，他與禪師一邊品茗，
一邊閒扯，冷不防他問了一句：
“什麼是團團轉？”。

“皆因繩未斷。”老禪師隨口答道。

書生聽到禪師這樣回答，
頓時目瞪口呆。禪師見狀，
問道：“什麼使你如此驚訝？”

“老師父，我驚訝的是，您怎麼知道？”

書生接說：
“今天在來的路上，
看到一頭牛被繩子穿了鼻子，拴在樹上。
這頭牛想離開這棵樹，到草地上去吃草，
誰知它轉來轉去都不得脫身。
我以為師父您既沒看到，
肯定答不出來，哪知師父隨口便答對了。” 

老禪師微笑說：
“你問的是事，我答的是理，
你問的是為何牛被繩縛而不得解脫，
我答的是心被俗務糾纏而不得超脫，
一理通百事啊！”

書生言下有省：
一隻風箏，再怎麼飛，也飛不上萬里高空，
是因為被繩牽住；
一匹壯碩的馬，再怎麼頑烈，
只要被馬鞍套上，就只能任由人揚鞭。

因為一根繩子，風箏失去了天空，
那麼，我們的人生，
又常常被什麼牽住了呢？
  
一塊圖章，常常讓我們坐想行思；
一個職稱，常常讓我們輾轉反側；
一回輸贏，常常讓我們殫精竭慮；
一次得失，常常讓我們痛心疾首；
一段情緣，常常讓我們愁腸百結；
一份殘缺，常常讓我們蹙眉千度。

為了錢，我們東西南北團團轉；
為了權，我們上下左右團團轉；
為了名，我們日日夜夜竄奔。

人生團團轉，只因繩未斷。

3481地區第一屆地區年會2018/04/14於大直典華舉行

本月生日快樂

本月結婚週年慶

RYE姜浩恩父母訪台

PP.Ted 精彩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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