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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http://www.taipeihash.com.tw                  Softy's mail:softy@taipeihash.com.tw or jackshyu@ms2.hinet.net

TAIPEI HASH HOUSE HARRIERS 2009'S COMMITTEE MEMBERS
GRAND MASTER (‑會長‑) Aqua 李源慶 0935‑259‑689

JOINT MASTER(‑副會長‑) Rolling Stone 張仁全 0937‑058‑475 

  Speed Motor 杜世輝  0932‑059‑949

 Roger Me Kevin Meyer 0932‑381‑013

HASH CONTROL (‑監察‑) Dragon 龍天池 0928‑243‑807

Spiritual Consulter(‑顧問‑) Gash 廖啟仁 0933‑905‑906

Diplomacy Consulter Bamboo 魏志華 0932‑919‑160

  (‑外交事務顧問‑)

ON‑SECRETARY (‑祕書‑) Ink Pink 陳俊彥 0912‑000‑412

 Alone 張欽賢 0935‑339‑951

HASH CASH (‑財務‑) Dog Leather 蕭世璞 0933‑000‑716

                           Massage 凌仲政 0912‑057‑639

 Three Bucks 張三成 02‑23064368 

TRIL MASTER (‑路線‑)  Carrier   何萬豊   0933‑208‑276  

 Robot Machine 邱創建 0936‑483‑838

                            Autobiker 陳秋山 02‑25045402

BOOZE MASTER (‑總務‑) Cylinder 許萬益 0933‑047‑907

                       Hammered 鄭永利 02‑22863062

 Nails 吳啟明 0933‑227‑567

 Sk‑pin 張明河 0933‑234‑217           

 Auto Spring  邱顯誠 0937‑029‑023

BOOZE MASTER (‑服飾總務‑)   Image 周正順 0927‑189‑777

HASH BASH (‑聚餐‑) Black Donut 劉進鎊 0910‑021‑686 

 Plod 李家誠 0928‑260‑288

 Pitcher Shit 陳裕信 0926‑680‑000

INFORMATION (‑資訊‑) Softy 徐壹豊 0920‑946‑035

HASH WEB SITE (‑網站‑) Fire Bird 蕭桃彰 0937‑888‑531

待宰的兔子/HARE LIST
地點 / RUN SITE

報導/SCRIBE

次數/NO 日期/DATE  中文/ENGLISH

1893

4月4日

鄭信農Five-
Hundred-Miles 
0932-389-836

金山,核電廠開始有麵粉(Gin-San,Nuclear Factory will get 
flour)

 王立君
School 
Sucker
0910032658

1894

4月11日

Kevin Meyer
0930-974595

大溪(大溪老街武嶺橋頭開始有麵粉)(Hwn-Sie village,Sen-Sa 
circle Block will get flour)

   杜世輝
 Speed 
Motor
0932059949

1895

4月18日

高雄Hash
全島特跑(Whole Island Special Run)   徐壹豐

 Softy
0920946035

捷兔之歌(HASH New Song)
Taipei Hash  聽人講起  爬山落崎  真趣味 大家相招  Down Down Bash 燒酒喝甲 笑微微

1.
2.

兔子們注意:一條好的路線,跑步約60-90分鐘.步行約90-150分鐘

Attention:A Good Run is running about 60-90 mins.Walking  90-150 mins		

1.

2.

為了增加噹噹的樂趣,希望各位兔友將捷兔之歌背起來(國字部分用台語發音)1.

今年度凡會內有舉辦A to B 之特別路跑,且單日行程者,當日台北不另做路線1.

健龍跑步 (ChinaHash)日期:2009 3/29  Hare:Village Idiot 
 地點: 大溪-麵粉由國道三號大溪交流道灑起

1.
2.

1900th Run in 宜蘭.礁溪                                        
 5月23日	有空嗎?沒空.沒空......(全家都沒空)																				

				全家作伙鬥陣Run一下																																								

				緊報名:那無擱等兩年!!!

1.

夜間跑步: 定新店 線 新店站 1號出口 
兔子(Hare):Haed Disk(江順景)

1.

2009全台Hash大會師活動   主辦：高雄Hash (2009 Whole Island Special Run in Kausung)　          
日期：4月18日下午1:30起跑    地點：高雄縣國道三號阿蓮/田寮交流道附近 (Date:4/18)
兔子：Crocodile Dundee(鱷魚先生)及Singing Shithead(唱歌的大便頭)
報名費700+遊覽車300共1000元，為方便作業4/18年繳的到時候會退150  (Total Fee NT1000)                  
統一先繳1000(多退少補)    報名請洽：蕭桃彰(火鳥 Fire Bird)    (Sign up to Fire Bird)
  報名截止至3月28止(不接受當場報名)                            (Sign Up till 3/21)	

1.

2.
3.

4.



台灣全國人口二千三百萬，退休人口是六百萬人。有七百萬
人在學校 (幼幼班、小班、………研究所、博士班)就讀。
因此工作人口剩下一千萬人。其中有二百萬人在政府單位工
作。又有一百萬人(含後勤行政、聘僱人員)在軍隊服役，私人
企業工作的人口成為七百萬人。據勞工局統計無薪假、待業
中人數約有407萬人，真正就業人口剩下197萬人。其中又有
98萬人從事靠嘴吃飯的人(保險業、服務業…….等) 。
所以真正有生產力的工作人口只有99萬人。
再根據調查，目前社會上約有989,998人，因為不滿意自己
的工作而有怠工的現象。
而真正努力工作的只有兩個人，就是你和我，而我正在閱讀
Newsletter ，只剩你一個人在工作。全台灣經濟靠你一個人
在撐。真是辛苦你了！！
台北捷兔1891跑次。(Hare)徐壹豐(Softy)溫文儒雅、一表

人才、從事電腦業，家住三重，公司在湯城，今年負責Information，熱心會務，無怨無悔的貢獻，該值得
大家歌功頌德一番。 今日跑步地點五酒桶山︰林口交流道下，右轉往桃園蘆竹鄉方向開始有麵粉。車開了
很久，偶而才出現1小戳麵粉，有點沒信心繼續再開下去。20分鐘後，約離蘆竹鄉海湖村前1公里廟口邊停
車。值得一提的是今日有1部車的勇士由Wino帶隊要去爬玉山，真是英勇，好羨慕。
2點15分，【先遣部隊】人數約50人左右，分組陸續出發。看到的有Super man、Penthouse、Sea 
Turtle、Strong……….(最近人數有擴大的趨勢，不過這是個好現象，能跑就跑，愛走也行，隨人高興) 。
做操後3點Walking往對面五酒桶山方向出發，經捷運機場線，此路線2006年就有跑過，路線超優，起伏
不到20公尺，全長跑60分鐘，途中還經過Softy家，繞回後山全部是鬆軟的泥土路，過小河回到停車點。
真爽，感謝Hare對路線的用心。四月18日全島Hash 2009 All Island Run由高雄Hash主辦，希望全體兔
友都能參加。若台北捷兔人數上無法盡力配合，沒有人氣，怕將來會辦不下去，特別感謝Bamboo、Fire 
Bird的熱忱，不辭辛勞大力的推廣，真是憂國憂民。  Down Down時間、地點、氣候、氣氛都對。會長爬
玉山由副會長張仁全Rolling Stone主持，留下來的人特別多，坐冰塊、講笑話【原住民朋友喝酒的故事、
長官輔導就好】、次數、親友團…………帶動大家高亢的情緒，真是超級人氣王。【5月23有空嗎！全家都
沒空】。1900th Run的口號，也Down了快一半的人。相信Committee的用心，1900th Run在礁溪，好像
要帶我們去洗機機，還有打一炮，請大家拭目以待。Bash席開四桌加一桌【親友同事桌】，Black Mount、
Pitcher Shit、Plod辛苦了。ON ON。
RUN 1891.  SOFTY n HARELIP were the ones,who chose Shan-jyau to have the run; the trail was 
hill-less n quite flat,but no complaints over that; the problem came when in the breeze oi looked to 
my right n espied a sleaze; shit n me tucker n god save the queen,since when has this shit becum 
routine ?? all kinds of rage passt thru my head,oi shouted out anguish n started shakin with dread. 
well,shited me up n shake me down,since when have these khunts started cumin around ?  said to 
meself,"aint this hash just for men " ?, then why r these bitches allowed to cum in ?  Now oi realize 
our hash has got plenty of poofs, gay boyz abound mit out any hoofs ; But damn be it holy n phuk all 
that's grand, a line must b drawn in this very loose sand; "Ice the whores" said oi "ice em all day" for 
its the only way to make em pay; ice their assholes ! ice their quims ! freeze em up solid,nary a finger 
gets in. and mebbe by summer when their khunts finally thaw,their piss starts flowin n their shite 
withdrawls, the bitches will realize long at last, NO GASH is wanted in a mens only hash !!

 contrived by SLOPS 

HARE:徐壹豐(Softy)
Cohare:林榮華

捷兔點2009/3/21 第1891 Run   地點:林口     人數: 199    天氣:晴天    		 	1.

報導:饒盟乾

先遣部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