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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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期 第1204次例會  中華民國 112年01月03日(星期二)

1.1月10日(二)120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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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社會團體的責
               任與實踐
    主講人：黃永輝PDG.APPS

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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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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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原2月7日(二)例會變更與新春
  晚會合併。

  

 

    
   

   

 

 

【 上週出席統計  】
                
111年12月27日 第1203次例會(出席率:63%)
社員: 32人  出 席:  14 人  出國:1 人
免記:  7人  補出席: 1 人  
未出席社友:
Art、Archi、Diamond、Iven、Ichilong、
Light、Frank、Antonio、King、Metal、
Fred、Cool。

今⽇主題：我的演唱會⼈⽣         主講⼈：詹凌駕老師   

◎用愛力挺~培育憨兒就業力
時間：1月4日(三)13:30~15:00 
地點：育成蕃薯藤忠孝庇護工場
地址：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181號
       （建國高架橋下）
主辦社：台北大航海家扶輪社

◎關懷弱勢團體~八里愛維養護中心 。
時間：1月9日(一)15:00~16:00 
地點：八里愛維養中心
地址：新北市八里區華富山 35 號
主辦社：雙和扶輪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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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社區服務

◎扶輪家庭日-3481鴻兔大展迎新春
時間：1月7日(六) 09:30〜16:00
地點：淡水滬尾藝文休閒園區
　　　（將捷金鬱金香酒店）
地址：新北市淡水區中正路一段2-1號
※歡迎社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481地區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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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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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月6日(五)17:30聯誼.18:00開始
地點：狀元樓晶豪宴會館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3樓
出席：Lloyds、Tan、J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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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和扶輪社授證40週年紀念慶典

Cool 社友＆夫人李彥芳
  （1/1、十六週年）

Lawyer前社長＆夫人黃明瑜
(1/3、四十九週年）

Light 社友＆夫人蕭湘琦
  （1/9、二十三週年）

Peter 前社長＆夫人郭明玉
  （1/17、四十四週年）

Antonio 副社長＆夫人蘇淑護
  （1/19、二十九週年）

King前社長＆夫人賈季蓁
  （1/26、三十二週年）

Panel       社友   1/03
Eden        前社長 1/10
Metal       前社長 1/10
Stainless  前社長 1/11
Steve       前社長 1/26
郭明玉(Peter夫人) 1/29

經歷：
1. 從事音樂演出、作曲、編曲、製作。與知名歌手：蔡琴、費玉清、信樂團、戴愛玲
  、趙詠華、裘海正、黃小琥…K等多名藝人合作。
2. 為實現音樂夢想，自組經紀製作公司，擔任「全美出版社」負責人，致力於發掘有
  潛力歌手，加以培訓 ; 製作發行專輯及推展演唱會，包括信樂團、戴愛玲、蕭煌奇
  、劉偉德…等歌手。
3. 個人創作的音樂，有膾炙人口的歌曲《天高地厚》《一了百了》《可惜你不在》等
  ，多年來一直是KTV排行榜。
4. 對於演奏的熱愛，至今持續擔任各知名藝人演唱會的鋼琴手。
5. 在音樂界的努力, 成為蔡琴、費玉清、任賢齊、童安格…等演唱會的音樂總監.
6. 在「果陀劇團」擔任《跑路天使》音樂劇的音樂總監，《我的大老婆》《淡水小鎮
   》舞台劇配樂，（陳以文）導演電影《戀戀海灣》配樂。
7.現任教於中原大學音樂產業碩士學位學程擔任助理教授。

品名 提供人 承購人 承購價

格蘭菲迪15年 Lloyds White 2,500

特級金門高粱 Steve Jeff 3,600

SPEY White Lloyds 3,000

乾燥花 Jeff Lawyer 3,000

小計

前期

合計

12,100

27,000

39,100

第⼆次拍賣會統計 111.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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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區來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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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園地 黃錦雄P.Lloyds

受文者：3481地區各扶輪社
主  旨：敬邀 各社參加國際扶輪3481地區想像扶輪歌唱比賽活動由
說  明：
一、 扶輪總是以扶輪歌唱為例會揭開序幕，為挖掘愛唱歌的扶輪人特別舉辦3481地區
    星光大道扶輪之星歌唱比賽，藉唱歌聯誼，喚起扶輪歡樂的泉源，讓扶輪的情誼
    因歌聲的交流而更加厚實。。        
    
二、3 481地區想像扶輪歌唱比賽
    初 賽：112年2月12日假中正紀念堂 演藝廳 (臺北市中山南路21號)
    決 賽：112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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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詳細資料請參閱附件「歌唱比賽活動簡章」，112年1月31日截止報名

三、 敬邀各社贊助活動經費5,000元成為贊助社，贊助款可以抵報名費。承諾贊助社
    若報名費總金額不足5,000元仍以5,000元收取，超過則依實際報名費用繳納。
    報名方式以社為單位， Sharon收
    贊助金請匯至
         銀行：國泰世華 新生分行
     戶名：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帳號： 044-03-500717-0
   ※匯款時請務必加註「社名」，以便查詢。

四、 此歌唱比賽以贊助社報名成員優先參賽，不足70人再依”¨非贊助社”¨之個人
    報名時間順序備取參賽。

五、 隨函附上 歌唱大賽活動簡章一份及報名表一份，請參閱。

                                       國際扶輪3481地區
                                       地區總監             邱文麗DG Wendy
                                       扶輪歌唱委員會主委   游宏基PP Gerry

當說自己是行善者時 
只是，幫忙再蓋一間新廚房，張淑芬為何要先徵得對方的同意，以及確認不會造成部落
的困擾？這是一種她堅守行善時要「放小自己」的原則。

張淑芬帶著台積電志工與基金會團隊做公益時，總要大家放小自己：「在台積電做事，
好像比別人走路更有風，但投入慈善，請你們一定要拿掉「我」的框架，把自己放小，
把需要被幫助的人放大。」如那句哲思——人在一切善事上，必須遠離驕傲，因為無論
多大善事，往往因為驕傲而成為敗壞的結果。亦如張淑芬喜歡的牛津大學教授、研究佛
學超過40年理察德貢布里（Richard Combrich）的《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所言：「
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我比別人更具足智慧，而是我被太多的傲慢包裹，我需要
用謙卑來體味更浩瀚的世界；當我說我是佛教徒，並不是因為我比別人好或壞，而是我
了解到眾生的平等無二；當我說我是佛教徒時，不是說以愛的發心綁架他人，而是為了
用周到的智慧，在隨順眾生中自利利他……。」這也是她真切的領悟。

有人問她，一路以來是如何堅持理念？她分享：「永遠把自己放小，走在第一線看見別
人的苦難。我們一個小小的舉動，就可以讓他們往前走，這就是我應該做的事。」她說
，台積電志工社能做得成功，是因為台積電給同仁安全感，讓他們有能力、有很多的愛
可以去關心別人。這群台灣的聰明腦袋，會自台積電退休，但即便是從台積電退休了，
做公益可以退而不休。就像2019年底成為基金會重量級生力軍的蔡能賢。他是麻省理工
學院材料工程博士，曾任職美國貝爾實驗室，1989年進入台積電，是公司成立初期的核
心幹部。他在半導體界出名，除了專業之外，還因為在台積電做了一件浪漫創舉，也就
是2010年，讓張忠謀答應放他50天的長假，與隊友橫越北京到巴黎，完成一萬8000公里
的單車壯遊。張淑芬知道蔡能賢準備退休後，就力邀他參與基金會：「你先來看看我們
怎麼做。」於是，蔡能賢的退休人生就此踏上公益之路。莊子壽也曾對張淑芬說，退休
以後，還會繼續做志工。未來，不會只有一個莊子壽、蔡能賢，慈悲的種子灑下了，每
個都是引路人。

愛的種子已經播下，只是不知哪天會開花 
在公益之路上，聖嚴法師的背影鮮明烙印在張淑芬的腦海裡。多年前，她參加法鼓山禪
修班，那是第二天的下午，她打坐完起身，瞥見禪堂角落戴著口罩的聖嚴法師，想起昨
天師父跟大家說因為要去洗腎，明天不能來，卻掛念禪修信眾，撐著病體再回來。她被
聖嚴法師感動，慚愧自己的懶散，對著那個孱弱的身影許諾，一定要走出去，利益人群
，不能辜負上天給的福報。

港澳台灣慈善基金會愛心獎的頒獎典禮上，有得獎者佩服張淑芬，每個人只做一件事，
唯獨她一次做多件事。張忠謀也問過她類似問題：「做這麼多事，如何聚焦綜效？」
張淑芬以偏鄉的弱勢家庭孩子為例：「我會思考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孩子可能因為沒地
方去、沒飯吃，容易被帶壞，往這幾個面向去解決問題。惜食解決吃飯的問題，平板、
課輔教育解決沒地方去，容易被帶壞的隱憂。」

從2014年就參與公益項目的彭冠宇形容，「Sophie專注走在弱勢關懷的第一線，做的這
些事其實是在解決環環相扣的複合題。她的精神跟張忠謀創辦人一樣，都是專注本業。
」他也因為跟著張淑芬做事，愈能理解生命意義是形成他人生命意義的總和。《維摩詰
所說經》：「無盡燈者，譬如一燈，燃百千燈，冥者皆明，明終不盡。」從台積電志工
社到對外的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張淑芬引路也點燈。她點燃公益平台那些合作夥伴的無
盡燈，點燃那些聽她演講閱聽眾的菩提心，若一個人可以關心千百人，這千百人再去關
懷千百人，愈多心燈無盡，開始公益行動，這個社會就會愈溫暖。

有天，她陪女兒去百貨公司，一位女士認出她，走來跟她說，因為聽了她的演講，已經
說服老闆響應惜食，捐贈食物。張淑芬聽了，拚命忍住想奪眶而出的感動眼淚。
愛的種子已經播下，只是不知哪天會開花。

(遠見網站轉載)

時間：111年12月27日(星期二)
地點：福華飯店
出席：Lloyds、FrankSung、Tan、Jeff、Georgia、Steve、White。
列席：Lawyer、Watt。
◎討論提案：
(一)案由：請討論111年11月財務報表案。
    說明：附111年11月財務報表。
    決議：通過。
(二)案由：請討論王國權Hummer社友申請退社案。
    說明：附退社申請書。
    決議：理事一致決議予以慰留。 
(三)臨時動議
   (1)蔡瑞富RAY副社長已退社，由唐哲成Antonio擔任代理副社長一職。
    決議：通過。因Antonio非本屆理事，召開理事會應邀請列席 。

111年12⽉理事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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