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55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08.26 
主講:資深領隊 馬繼康 先生 
講題:寮國深度旅遊介紹 
邀請:Lawyer 

第 1954次例會              日期：2014.08.19 

主講:台灣冒險家 伍玉龍 先生      

講題:夢想顛峰 

伍玉龍，人稱 Umi（布農語），52歲，1986阿空加
瓜登頂（Aconcagua，6962公尺，阿根廷），1987

莎瑟峰登頂（Saser Kangri ，7672公尺，印度），
1993聖母峰上至 8300公尺最後營地，暨大山社指

導老師，神鷹搜救隊隊長。 
來自台灣最高峰玉山最眷戀的村落～東埔。這裡的

布農族人，個個在高山環境中長大，對於台灣的高
山環境與登山技能，可說是瞭如指掌，但是一提到

「伍玉龍」這個名字，登山界的山友們，可說是無
人不知無人不曉。 
摘自台灣冒險家~維基百科伍玉龍個人紀錄： 

2006.08.05 Elbrus厄爾布魯斯峰(歐洲 5633公尺) 

2006.10.08 Kilimanjaro吉力馬札羅山(非洲 5895公尺) 

2007.02.19阿空加瓜峰（Aconcagua南美第一高峰 6962公尺 

2007.06.19登上 Puncak Jaya卡茲登茲峰(大洋洲 4884公尺) 

2007.09.09登上 McKinley麥肯尼峰(北美洲 6194公尺) 

2008.01.09登上 Vinson Massif文森峰(南極洲 4892公尺) 

2009.05.19登上珠穆朗瑪峰 (Everest/聖母峰/埃佛勒斯峰  

           8848公尺) 

 

第 1956次例會預告配合第五分區聯合例
會，原 2014年 9月 2日中午例會變更至
2014年 9月 3日(三)假台北花園酒店舉
行。主講人:前法務部部長  曾勇夫 

 

 

 

  
  

 

 

 

  

         

 

 

 

 

 

 

 

 

 

 

 

 

 

 

 

 

 

 

 

 

 
 

 認識陽明: 
 民國六十五年初台北北區扶輪社在前區總監 S.H.之要求與鼓勵下開始籌組陽明扶輪社，由該社社友 
 林錫鈞、陳天助、林宏、楊昌烈、吳運權、張和鈞等先生組成輔導委員會，並指派蔣一成及張錦文 
 二位先生擔任將來本社第一、二屆社長，敦請毛民初先生為本社『保姆』，並由前區總監 S.H. 聘任 
 其為籌組本社之特別代表。  
 民國六十五年六月二十四日於台北統一大飯店中國廳由毛民初先生主 持本社第一次發起人會議，經 
 連續六次籌組會議，積極邀集本市北區各行 業精英計四十六位，於同年八月十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在統一飯店香檳廳 正式舉行本社成立典禮暨第一次例行餐會，承總社理事會核准於九月二十三日授 
 證，並由『保姆』毛民初將本社申請加入國際扶輪社為正式會員。 

 

 

 

 

 

 

 

 
 

四大考驗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三.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社    長：許英昌   第 40屆社當：陳政廷   副 社 長：林廷祥 
秘    書：張秋珍   社刊主委   ：潘耀祖   會    計：白錫潭     
辦 事 處：106台北市仁愛路四段 77號 5F 
電    話：(02)2752-3410  2752-2764 FAX:(02)2781-3331 
例    會：每週二中午 12:00在福華飯店 B2百合廳舉行 
網    站：http://ymrc-rotary.org 

 ：Yangming Ro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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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城仲模董事長的台灣轉型正義 

08月 20日 P.P.Agent夫人生日 
08月 21日 P.P.Eric生日  
08月 22日 Jane & 尊眷生日 
08月 25日 Daniel夫人生日 
 

RI社長黃其光(RIP Gary)八月文告  
敬愛的扶輪社友們： 
在扶輪，我們把 8 月訂為社員及擴展月。我們有充分的理由要在每一個扶輪年度初始時
及早提醒自己增加社員人數的重要性：因為增加社員是我們刻不容緩的任務。這也是我們
永不停歇的任務。為了繼續服務，扶輪必須不斷成長﹗  
扶輪家庭的重要我們已談了多年。在這個扶輪年度，我不只要把整個扶輪家庭，更要把我
們自己的扶輪家庭，列為社員成長的優先目標。我太太 Corinna 隨我在扶輪服務 37 年
之後，終於在去年成為扶輪社員。有一次我們一起參加台灣一個新扶輪社的授證儀式，她
跟我說，「我也該加入扶輪了﹗」因此她加入了那個扶輪社。不久，其他許多人也都加入
那個扶輪社。現在那個扶輪社有 102 位社員，是全台灣第二大的扶輪社。  
邀請我們的另一半加入扶輪不只是為了增加社員人數而已。這是面對一個我們有待我們努
力的事實：男性扶輪社員人數遠多於女性。當我們引進更多女性到扶輪，我們的扶輪社就
越能吸引潛在的女性社員──而且更有生產力。  
今年我們要在扶輪來點新鮮的：增加社員人數支持團隊徽章。這表示，如果你邀請一位新
社員進入扶輪，你將獲得一枚特別徽章來搭配你的扶輪齒輪領章 ( 編註：請參考扶輪月
刊 2014 年 5 月號第 20-21 頁「新社員輔導人表彰計畫」)。但是我們都知道社員成長
的任務並不是在一位新社員加入時就結束。  
只有當新社員以作為扶輪社員為樂，從此不想離開扶輪，這時我們的任務才算完成﹗保證
使我們的扶輪社是一個有樂趣的地方是社員成長的關鍵之一。 
人們因各種理由進入扶輪，但是他們之所以留下來是因為作為扶輪的一份子有其樂趣。因
此我要提醒你們大家要在你的扶輪社及地區找到樂趣。扶輪是建立在此一觀念之上：與朋
友一起服務會使我們的服務更有效。所以，讓我們享受我們的扶輪服務、和其他人分享扶
輪服務、並且一起光耀扶輪﹗ 

 
(108)每一社員應實踐「四大考驗」、「扶輪精神」、「扶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 
     宣言」，變成日常生活及經營事業的一部份。 
「四大考驗」、「扶輪精神」、「扶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不是口號而是要
切實實踐。扶輪的目的在造就扶輪社員的人格(做人)。 
實踐方法  
第一步：先瞭解「四大考驗」、「扶輪精神」、「扶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 
言」的含義。含義見扶輪知識集錦第一部「扶輪的原理及價值」「四大考驗」、「扶輪精神」、
「扶輪宗旨」、「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做為一個扶輪社員瞭解「四大考驗」、「扶輪
精神」、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的含義，是自己的本分。  
第二步：社長應特別用心利用例會、STAR會議、家庭懇談會、扶輪知識研討會，探討「四 
大考驗」、「扶輪精神」、「扶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 
 
第三步：在日常生活及經營事業時時應用及實踐「四大考驗」、「扶輪精神」、「扶輪宗 
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  
第四步：與其他社友互相鼓勵、彼此教育，分享應用及實踐「四大考驗」、「扶輪精神」、「扶 
輪宗旨」及「扶輪社員事業及專業宣言」的經驗及效益。此時多利用例會、STAR會 
議、家庭懇談會、扶輪知識研討會，分享應用及實踐的經驗，互相鼓勵彼此教育，腦筋 

激盪，可產生更好的實踐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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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NICKNAME 歡     喜     留     言 金 額 

統一 
辦理 

@300 X 44 ※台北陽明、福齡、華友扶輪社聯合例會成功! 13,200 

 

 出席統計 
第 1953次例會 
實際出席：29 
請    假： 3  
出    國： 2 
補 出 席： 6 
免計出席： 6 
總    計：46 
出席率：89.13 % 

紅箱捐款 
1953次例會 

 統辦: 13,200元 
  
 小計: 13,200元 
 合計:107,200元 
  合併特別捐款 
 合計:367,514元 
 目標:1,085,000元 
 達成率：33.87 % 
  
  

大型重型機車簡介 (1)                                     宿希成 (P.P.Patent) 
背景說明 
自民國 68年發生第二次石油危機以來，我國政府開始禁止排氣量 150 cc（立方公分）以
上機車領照行駛、進口及製造。直到民國 91年 1月 1日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的
6個月之後，自當年 7月 1日起重新開放排氣量 150 cc以上之機車進口及領照。在禁止大
排氣量機車進口 23年之後，喜好機車之車友們終於有機會再次體會追風的樂趣。 
不過，23年畢竟不是一個短時間，政府對於大排氣量機車之分類、路權、稅金及法規是否
合宜，大排氣量機車所產生之噪音、少數不守法車友之飆車、車禍之性命與財產損失等等
是否造成社會大眾的負面觀感，皆有值得討論之處。只是本文之重點主要在於車款簡介，
而無意討論其他議題。 

 
車款簡介 
大型重機車款型式種類繁多，本文限於篇幅無法逐一介紹。以下圖片除非另外註明，皆取
自日本川崎車廠（Kawasaki）之台灣代理商，台崎重車公司網站： 
http://www.tw-kawasaki.com/kawasaki/products.html ，並附上簡單說明，謹供讀者諸
君參考。 
車款名稱與型號：Supersport (Ninja ZX-6R) 
排氣量：599 cc 
特  色：有時亦稱為跑車、仿賽車（RR, Race Replica）。 
所「仿」之對象，即為參加 MotoGP（機車界最高等級之賽 
事，如同汽車界之 Formula One，一級方程式賽車）比賽 
之賽車。 
此類車款不易駕馭，稍有不慎即可能發生車禍；並不適合 
作為日常生活之交通工具，適合作為業餘車手之比賽用車 
（位於屏東東港之大鵬灣國際賽車場為我國第一座國際級 
賽車場，也是唯一的一座，但仍不符合舉辦 Formula One賽事之規範）。 
車體前方裝有檔風玻璃，車體外側包覆之空氣動力套件（整流罩，fairing）可以有效降低
高速行駛時所產生之空氣阻力（逆風之空氣阻力），但並無助於抵抗側向風。 
 
車款名稱與型號：Sports (Z800) 
排氣量：806 cc 
特  色：有時亦稱為街車、NK車（Naked Bike）。 
各車廠多半是將跑車、仿賽車之整流罩移除，降低引擎 
之輸出動力，並略作調整與修飾而成之車款。車身設計 
已調整過，使得騎乘姿勢較為舒適，亦適合作為日常生 
活之交通工具。不過，圖中所示車款之後座座位及腳架 
似乎太高，後座乘客恐難有舒適感。 
 

國際扶輪 3520 地區 2014-15 年度自行車(光耀扶輪)
騎乘活動 

日期：2014 年 9 月 20 日(六) 
集合：早上 08：00 報到 
地點：起點-大稻埕碼頭(民生西路底，環河北路交叉口) 
     終點-新店(碧潭吊橋)，午餐 
行程約 20 公里(在馬場町公園大榕樹下設有補給站及
單車維修安全講座) 
費用：免費     報名截止：2014 年 9 月 12 日(五) 

 

 

 

 

 

 

 

 

 

 

 

 

 

 

 

 

    

 

 

 

           

 

  

 

 

 

   

 

 

 

 

 

 
 車款名稱與型號：Sport Tourer (1400GTR) 
 排氣量：1352 cc 
 特色：有時亦稱休旅車、旅遊車。 
 此類車款多半於車後方兩側設有行李箱，以收容旅行用 
 品。行車平順、安穩；乘坐舒適，特別適合長途旅行、 
 出遊之用。某些車廠之此類車款往往裝配有令人訝異之 
 配備，如另圖所示之車款。如果能夠開放紅牌機車行駛 
 於高速公路上，此類車款應是最適合行駛於高速公路的 
 車款之一。 

 

 

 

 

   

 

 
 
 
 
 
 
 
 
 
 
 
 
 
 
 
 
 
 
 
 
 
 
 
 
   

 土浦姐妹社締盟訪問團籌備會        3520地區扶青團活動"等一個人咖啡"電影欣賞    

http://www.tw-kawasaki.com/kawasaki/products.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