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957次例會預告   日期：2014.09.09 
主講:奧斯卡眼科 張正忠醫師 
講題:守護靈魂之窗 
邀請:P.P.Mac 

第 1955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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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歷：世新大學傳播研究所畢業 
      政治大學社會學系 
經歷：世新大學公共關係暨廣告學系講師 
      社區大學旅遊講師 

      各大電視、廣播節目旅遊專家特別來賓 
      曾任世界地理雜誌、行遍天下雜誌特約採訪 
      編輯 
現任：國際領隊、世界遺產深度領隊 
      文山、士林社區大學講師 
      中華世界遺產協會[人類文明課程]講師。 
      學學文創企業課程講師 
      世界遺產雜誌特約撰述 
出版：有《788分之 1的感動：世界遺產紀行》、《旅 

      行定格》….等書籍。 
講題：1.玩味．台灣、放遊台灣趴趴走.深度輕旅 
        行 
    2.世界遺產旅行 
    3.Ho Haiyan ---原住民慶典與文化 
    4.我的鐵道物語 

      5.寮國深度旅遊介紹 

 

對歷史文化與自然生態感興趣的馬繼康，也是太

魯閣國家公園的解說員，  

  熱愛旅行與寫作。部落格名叫做木馬，從自助旅

行、自由自在遊到深度玩家 

  領隊，是個人生命的重要的資歷與成長里程碑，

旅歷歐亞非 30 個國家，特別 

  喜愛古文明與世界遺產，推廣深度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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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法務部部長曾勇夫主講:淺說治安
改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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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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伍玉龍先生的夢想顛峰 

08 月 30日 P.P.Container夫人生日 
08 月 31日 Money生日 

總監文告 DG Audi – 2014 八月 
 
各位敬愛的扶輪先進，大家好， 
時序進入仲夏 8 月，各位社長及各社的服務團隊，經過一個多月的歷練，想必已能進入

狀況，領導 貴社快樂出帆，邁步向前。而我 3520 地區的各項服務活動，也如火如荼的
依計畫展開。7 月 26 日在台南大內地區展開的肝病篩檢社會服務，為本年度的大型服務
計畫開跑，國人久受肝病之苦的困擾，必將因本計畫之展開，而獲得極大的改善，感謝所
有社友的熱情支持。 
 
8 月 5～8 日，來自日本大阪 2660 地區的扶少團員及社友約 75 位代表，蒞臨 3520 
地區交流聯誼訪問，台日兩國的青少年透過文化、公益、活動、友誼的熱情互動，也為 
今年度的國際服務活動揭開序幕。 
 
8 月份是國際扶輪「社員發展及擴展月」，社員發展有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必須持續

不斷的招募適當的新社友，並留住原社友，方能永恆的發展。在我們社區的每個角落中，
都散佈著很多熱心社會公益或關心社會環境的地方人士，或是在個人的職業上有傑出成就
的專業人士，他們都默默的在各個不同的領域中為社會服務，奉獻他們的所長，但是我們
並沒有注意到他們，而要讓這些人士加入扶輪，並沒有麼樣的困難，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開口邀約(Open your mouth)，有些人對扶輪早已心神嚮往，但苦無機會加入，只要
我們一開口，這些人就會立即加入，成為社友。 
 
為了鼓勵各位積極引薦新社友入社，地區也新增 3-2-1 獎勵辦法，只要社內符合社長成
功引薦 3 位新社友入社、每位理事引薦 2 位入社及每位社友引薦 1 位入社，地區會給
予 100 顆星。地區也有針對眷屬以及原有社員維持新增獎勵辦法，希望每一位社友都能

對社員發展共同努力。年輕世代，例如扶青團 OB 的團員以及女性人士，都是我們要積極
開發的目標對象。創立新社更是擴展扶輪的重要方法之一，除了傳統的扶輪社之外，更要
能靈活運用網路扶輪社與衛星扶輪社的彈性架構，來開創新社，並以創新的例會活動，來
吸引更多的年輕朋友的加入。 
 
本年度欣逢台灣之光黃其光先生擔任國際扶輪社長，我們最重要的目標，就是希望華語地
區的社友人數，能夠達到四萬人，讓繁體中文成為國際扶輪的官方語言，讓以後我們用華
語及繁體中文來參與 RI 的各項活動，也更有利於日後新社友的擴展。 
731 高雄氣爆災難，奪走 30 條人命與數百人的輕重傷，以及附近住宅的嚴重受損，相信
大家皆感同身受，經台灣七地區總監決議，希望為這次救災行動發起募款，以發揮同胞愛，

總目標金額訂為 2,500 萬新台幣，我 3520 地區的捐款目標金額為 500 萬元，現各社皆
已熱烈響應募款中，相信大家的愛心，一定能為受難受傷受苦的災民，帶來溫暖的慰藉與
實質的幫忙，扶輪心、扶輪情、扶輪人、扶輪愛，必將使高雄人感受到人間的溫暖，扶輪
的光芒。 
  
最後，我以最虔敬之心，謹祝各位社長、秘書及全體社員，圓滿達成本年度”光耀扶輪”
的使命。 

http://ymrc-rotary.org/


                                                                  2014.08.19 

 姓  名 NICKNAME 歡     喜     留     言 金 額 

許英昌 P.Ian ※歡迎伍玉龍先生蒞社演講。 1,000 

張秋珍 Jane ※歡迎我的前同事來社，並謝謝大家的生日祝福！ 600 

黃群凱 Kai ※感謝 P.P.Stainless的點名。 200 

洪水生 Man Power ※為了趕來吃雞，來不及帶外套及領帶。 200 

李深浦 P.P.Paul 
※歡迎有理想又有大膽的伍玉龍先生，站上高山之巔 
  ，又炫又酷，我也很嚮往，但沒有膽上去! 

1,500 

林文雄 P.P.Stainless 
※扶輪知識 Q&A。 
※沒戴名牌，請糾察罰我 200。 

200 
200 

翁士棻 Steven 
※放了一個暑假，出差、辦比賽、學習作爸爸、蜜月... 
  很感謝社友的支持和鼓勵，是時候回來趕上社務的  
  進度了！真的很想念陽明的大家!! 

3,600 

 

 出席統計 
第 1954次例會 
實際出席：28 
請    假： 3  

出    國： 2 
補 出 席： 3 
免計出席：10 
總    計：46 

出席率：89.13 % 

紅箱捐款 
第 1954次例會 

 一般:  7,500元 

 小計:  7,500元 

 合計:114,700元 

  合併特別捐款 

 合計:375,014元 

 目標:1,085,000 元 

 達成率：34.56 % 
  
  

大型重型機車簡介 (2)                                   宿希成 (P.P.Patent) 
車款名稱與型號：Gold Wing 
排氣量：1832 cc 
特  色：日本本田車廠（Honda）推出至今逾 35年之 
        休旅車車款，Gold Wing。基本配備包括收 
        音機、倒車檔等，並可再選擇加裝電熱座墊 
        、環繞音響（Surround Sound）、安全氣囊等。 

    右列圖片取自本田公司網站：   
  http://powersports.honda.com/2014/gold-wing.aspx  

 

車款名稱與型號：Cruiser (VN1700NOMAD) 

排氣量：1700 cc 

特  色：有時亦稱美式機車（一般人心目中美式機車 

        之代表應該是美國哈雷機車，如另圖所示）。 

    外型與旅遊車相似，但更強調輕鬆駕駛樂趣 

    ；前、後座皆有寬大之腳踏板；後座椅高度 

    較高並設有椅背。 
 
車款名稱與型號：Street Bob 
排氣量：1690 cc 

特  色：一般人心目中美式機車之代表車廠，美國哈雷 

        機車（Harley Davidson），所出產之一款經 

        典車款。刻意拉長的前輪避震器、搭配拉長又 

        拉高的把手、僅設單一座位，更適合車友們依 

        自身喜好而作不同程度地改裝以強調個人特色。 

    我國知名藝人，張菲先生，便擁有此類車款並 

    經常與同好騎車出遊。 

    右列圖片取自哈雷機車美國總公司網站：

http://www.harley-davidson.com/content/h-d/en_AP/home/motorcycles/2014-motorcycles/dyna/street-bob.html  

 

扶輪的公式旗幟 
扶輪的公式旗幟是於 1929 年在德州達拉斯舉行的國際
年會時，由國際扶輪正式採用。 
扶輪的公式旗幟，白底而中央放置金黃色的公認齒輪徽
章。“ Rotary”和“ International ”兩字是以金黃
色烙印在上部及底部凹陷的地方。齒輪的邊緣也是金黃
色。在轂中心的軸及齒輪之鍵槽都是白色。 
第一次扶輪公式旗幟是於 1915 年一月在密蘇里州堪薩
斯市飄揚。1922 年維吉尼亞州溫徹斯特扶輪社員
Richard Byrd 將軍將一支扶輪小旗帶往南極。四年後，
Richard Byrd 將軍再度攜帶扶輪旗幟到北極探險旅行。 
 

 

 

 

 

 

 

 

 

 

 

 

 

 

 

 

 

    

 

 

 

 

               

 

  

 

 

 

 

 

 

 

 

 

 
 
 
 
 
 
 
 
 

 

 

 

 

   

 

 
 
 
 
 
 
 
 
 
 
 
 
 
 
 
  

         珍是嬌小啊!          祝福 Steven公子頭好壯壯!   謝謝台灣冒險家伍玉龍先生  

P.P.John 獲提名 3520超我服務  歡迎扶輪新生 Joanne          RYLA第二次籌備會議 

陽明高球隊八月例賽~   2014.08.21(四)永漢球場 
Birdie: 林毅、Grace X 2       3N.P.：Kasco x3  
2N.P.：Broker、Kasco x 2 
N.P.：林毅、Grace、Marco、淑純  
大波獎：Broker   小波獎：Grace   平波獎:丁玲 
第 10名：丁玲    第 05名：林毅  
B.B.獎：Kai      第 07名:P.P.Romeo  
第 4名：P.P.Masa    
第 3名：Grace   第 2名：Broker  第 1名：Kasco 

http://powersports.honda.com/2014/gold-wing.aspx
http://www.harley-davidson.com/content/h-d/en_AP/home/motorcycles/2014-motorcycles/dyna/street-bob.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