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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例會地點 / 大倉久和大飯店 The Okura Prestige Taipei
辦事處 / 105401台北市民權東路三段142號807室
電話 / 02-2713-5034 傳真 / 02-2713-4520
網址 / www.tienmou-ri3521.org.tw 電子信箱 / rtienmou@ms38.hinet.net

本週節目（第1903次例會）

第七屆天明萊德盃高球聯誼賽

主講人：李仰慈 教授
講 題：青銀共伴計劃執行之經驗分享
學 歷：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博士
經 歷：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長期照護系助理教授
新光醫院呼吸治療師
靜宜大學青少年兒童福利與社會工作系兼任講師
專 長：老人長期照護、老人福利與社會工作、家庭與社會
福利
介紹人：PP S.R.

本週喜慶社友（8/13~8/19）
林志華（Michael Lin社友）生日快樂
朱國華（Wool社友）生日快樂
劉菁菁（P Bruce）夫人生日快樂

8/16
8/18
8/15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6）
李明峻 先生－主講人

時
地
費
※

間：2020年9月1日（星期二）10:30
點：龍潭球場
用：NT$3,200 all in
報名至8/15截止，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賽！

下週節目預告（8/20）
主講人：王德生 院長
講 題：整合預防醫學新契機
學 歷：長庚醫學院中西醫雙主修畢
中西醫師雙執照
經 歷：中華職業醫學會 專科醫師
林口長庚中醫部 醫師
安杏預防醫學診所 專任醫師
鍾婦產科聯合鍾馨診所 專任醫師
新店耕莘醫院高階健檢中心 專任醫師
富邦產險及金控 臨場服務醫師
全人健康診所 院長
專 長：細胞治療特管辦法、美國BHRT賀爾蒙療法、
日本分子矯正醫學療法、雷射針灸
邀請人：Bruce T社友

上週例會捐款報告（8/6）

上週出席報告（8/6）
社員總數
75

出席人數
39

補出席
2

出席率
73.21%

請假缺席17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19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RID3521高爾夫球公開賽
時 間：2020年11月30日（星期一）10:00報到
地 點：美麗華球場
費 用：註冊費NT$1,200（地區球隊隊員免費，非隊員由高
爾夫委員會全額贊助）
果嶺費NT$3,350 all in
※ 報名至9/15截止，歡迎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賽！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 20,230
50%平均分攤
IOU
14,000
承上期
承上期
173,330
合 計
合 計
207,560
總計：371,250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2,000
1,000
3,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1,500
承上期
115,500
合 計
117,000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81,845
81,845
163,690

1,000
8,000
9,000

國際相撲運動與台灣
主講人：李明峻 先生
最後一個特色就是我剛才提到的，選手平均壽命最短，光
是每天暴食就容易造成心血管疾病、糖尿病，加上我們平
常光是走動，膝蓋就要承受體重5∼7倍的重量，一個體重
200公斤的選手，等於膝蓋每天都要承受1噸的重量，怎麼
可能不加速耗損？
基本上，相撲選手都是超人，不但吃的多，力氣大，
性慾也很強。大家不要看練相撲的人都很胖，其實我們開
始學相撲時，老師都有給我們一本小冊子，告訴我們要怎
麼處理體重的問題。我可以告訴大家那招真的是所向披
靡，所以日本女人一輩子如果沒有跟相撲選手睡一次，真
的會死不瞑目。
社長、介紹人以及各位社友，大家好！
今天很高興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介紹一下相撲運動及
在台灣的現況。大家對相撲的印象應該都是選手都很胖，
但是娶的老婆都很漂亮，乍看之下這兩者似乎非常矛盾，
其實了解箇中內情後就知道為什麼會這樣了。
相撲運動在日本十分盛行，從明治42年（1909年）
就被列為國技，幾乎可算是日本的象徵。東京的兩國國技
館已經客滿好幾千天了，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規定一次
只能放二千人進場，否則都是場場爆滿。相撲運動的規則
其實很簡單：哪一方先跨出土俵規定的圓形比賽範圍就算
輸、兩腳以外的身體部位，包含頭髮只要先著地就算輸；
另外第三點很少出現，那就是比賽時只能拉扯對方的腰
帶，拉扯過程中如果露出重要部位就算輸，所以選手一定
要把自己的腰帶綁很緊才行。
相撲有幾個特色，第一就是不同一般運動都是從業餘
發展成職業，它是先有職業才有業餘的運動，以前只有皇
室和貴族才可以養力士，之後才慢慢流傳到民間，甚至連
中小學都要上課。第二，它是比賽時間最短的運動，因為
上述的規則，比賽有可能在0.5秒的時間就結束。第三，它
是全世界最激烈的運動，因為兩個體重將近180公斤的巨
漢，用100公尺短跑起跑的衝力對撞，平均撞擊力高達1500
磅，就算奪得三次世界冠軍的拳王阿里，一拳也不過600
磅的力道，而且出拳未必每次都能擊中對方，但相撲每次
都是扎扎實實地撞上去，相撲選手在練習時一天要練習好
幾百次，就像被小貨車撞擊好幾百次一樣，這也是造成相
撲選手平均壽命都很短的原因之一。第四，選手的體重是
最重的，因為撞擊力越大越有利，大家都知道重力加速度
的公式：1/2gt2，時間要增加幾秒都很困難，但體重要增加
個20∼30公斤卻很簡單，所以大家都拼命增加體重，目的
無非是為了增加撞擊力。一個人要每天拼命吃，還要拼命
動，其實是件很辛苦的事情，所以專業選手也是最少的，
日本所有相撲選手包含學徒，不過也才二千人而已。相撲

相撲運動職業和業餘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就是職業不
分體重，所以大家為了要贏就越吃越大隻，業餘不但有體
重分級，還有年齡分級，大家都可以放心來練。第二就是
職業相撲沒有女子比賽，像東歐很多女性相撲選手都是模
特兒，大家有興趣都可以上體育署的網站觀看之前的比賽
影片，明年的世界大賽在波蘭，美女更多，更有看頭。職
業相撲的腰帶五顏六色，但業餘的只有黑、白兩色。職業
相撲，女生是不准許上土俵的，之前在大阪比賽時，大阪
府的知事就因為是女性，所以無法親自上台致詞，而是由
其他人代為上台唸稿，這也是這次東京奧運為何不將相撲
運動納入比賽項目的原因，因為東京兩國國技館是不允許
女生踏上土俵的，而女子賽已經進行數十年了，總不好禁
止女子比賽，所以乾脆不放相撲這個項目以免自找麻煩。
相撲的職業賽一天只比一場，而一場可能一秒就結
束；但業餘採行的是淘汰賽，所以一天會進行多場比賽。
職業相撲也禁止紋身，如果你看到相撲選手身上有紋身，
那絕對是業餘選手。職業相撲很重視師徒輩分，學長和學
弟差很多。相撲選手因為要吃很多，所以飲食內容很重
要，相撲剛入門時就要學習做菜給學長吃，如果做的不好
吃，學長是會生氣的，因為東西不好吃就沒辦法吃多，吃
不多就可能會變瘦，每年因為這樣被學長巴頭致死的少說
也有十來個，大家看我現在還能站在這裡，表示我的廚藝
不錯，大家有機會也可以來試吃看看。
相撲選手看起來雖然很胖，但體脂肪都在30%以下，
甚至有些現役選手還在10%以下，不像在座有些看起來瘦
瘦的，但體脂肪卻很高的隱形肥胖者。相撲選手增胖的方
式就是將兩餐之間相隔十個小時以上，好讓吃進來的東西
馬上轉換成脂肪；其次是要吃冰冷的東西，因為冷食會讓
你的內臟溫度降低，讓身體渴望更多的熱量。相撲選手體
重雖重，但其實動作都很靈活，拉筋劈腿、用一字馬的姿
勢匍匐前進都是日常練習的項目，因為柔軟度要夠好才不
容易在比賽時被對手推倒。相撲比賽時，力士不准穿著除
了腰帶以外的任何衣服或是配戴戒指、手錶等金屬物品，
以免激烈撞擊時受傷。

R ot a ry O p en s Opportunitie s 扶輪打開機會

相撲其實有固定招式，一共有81招。比賽得到冠軍的
選手，首相會親自頒贈獎盃，需要24瓶啤酒才能裝滿一個
獎盃，優勝者還要乾杯才行。在90年代，優勝的選手幾乎
都是夏威夷人，後來的橫綱則幾乎都是蒙古人，但是因為
青黃不接，所以明年以後，蒙古力士應該會少很多。相撲
選手的位階從序之口、序二段、三段目、幕下、十兩、前
頭、小結、關脇、大關，一直往上到橫綱，每次比賽是15
天，如果8勝7敗，排名就會往上；萬一8敗以上，排名就會
往下。
相撲選手的食量可以抵得上一般5∼6個人，通常每日
只吃午餐和晚餐，內容都是火鍋，所以才有相撲鍋這個名
詞。因為用餐時間短，所以怕盛食物的動作太浪費時間，
所以選手在吃飯時，左右還有專人負責盛飯、收碗，單人
最高記錄一頓午餐可以吃到292碗。選手通常一吃飽就馬上
去睡覺，而且為了讓肚子變大好將重心降低，晚上還會喝
大量的啤酒。
日本相撲運動員的培養依靠「部屋」，部屋的最高領
導叫「親方」，一般由退休的著名力士擔任，他對相撲協
會負責，同時教授弟子學習相撲技藝，每年從全國小學生
中選招學員，一旦選中，只要家長同意，吃、穿、住全由
部屋負擔。相撲選手的薪水也很高，只要升到十兩，月薪
就有上百萬，但是他們的主要收入來源並不是靠薪水，而
是出席晚宴擔任嘉賓，有名的選手會有自己的後援會，只
要優勝一次就會收到雙B名車、高球證等禮物，絕對是名利
雙收。郭泰源是我小學同學，他在日本打了17年職棒，最
後一年的年薪是一億二千萬日幣，但相撲選手只要一次優
勝，獎金就是一億日幣，如果一年十二個月都優勝，就有
十二億，而且還完全免稅。
1980年，日本舉辦第一屆業餘相撲錦標賽，當時即邀
請來自海外的競爭隊伍參加，其後這項國際業餘相撲比賽
即在世界各地舉行，目前全球六大洲都有相撲聯盟。台灣
從日治時期就開始有相撲，主要是海軍的運動，由樺山總
督帶入台灣，而且當時小學體育課就有相撲。1923年，台
灣體育協會於台南武德會前的相撲場舉行全台學生相撲大
賽；1928年，在台北市舉行首屆台灣全島中等學校相撲大
會，而1929年於嘉義舉行的全島相撲大賽，冠軍是台北工
業學校。1936年還有代表日本相撲界位階最高段的橫綱力
士來台表演，浩浩蕩蕩在台灣各地演出18天。戰後神社、
武德殿和相撲場相繼被毀，桃園大溪相撲場是唯一殘留輪
廓還算完整的遺址，在中華民國相撲協會與桃園市政府合
作之下，由和泰興業（大金空調）公司捐贈，桃園大溪相
撲場已於2017年9月重現當年風華。
台灣相撲協會成立於2002年，是由一群旅日及愛好相
撲運動的教練、選手及愛好體育的社會人士所組成。協會
成立後，我們參加多項國際性賽事屢創佳績，2009年高雄
舉辦的世界運動會，我國在世界各國好手中，獲得兩個第
五名及兩個第七名。2011年7月24日，亞洲盃相撲錦標賽在
台北市舉行，獲得女子組亞軍。2014年高雄世界相撲錦標

賽，女子組獲得世界團體季軍，是歷年來最佳成績。之後
幾屆台灣也都有很好的成績表現，顯見本協會努力推動的
具體成果。台灣幾乎都是靠女生，沒有女生根本都不會贏。
目前我們正在努力完成一座國際級的相撲場，也已
經進入國光獎章，兩年後由嘉義主辦的全民運動會也會納
入相撲運動，未來希望亞運、奧運都能變成正式項目，最
終是希望能出一個台灣人的橫綱，那個比任何宣傳都還要
更具效益。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只能簡單分享到這裡，
至於剛才大家都很有興趣的小冊子，只要你們加入相撲協
會，我們就會贈送給大家，歡迎大家私下跟我報名。謝謝
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8/6）
△ 歡迎主講人李明峻教授蒞社演講，精彩可期：Arch、
Bruce、Cory、IF、Kevin、K.P.、Ocean、Oculist、Sam
、Smart、Steve、Taipei George
△ 歡迎PP S.R.貴賓李明峻先生：Bruce T
△ 前社友Jimmy老大一路好走：Cory
△ 熱烈歡迎Mr. Sumo蒞社主講：John
△ 恭喜Brian本月輪值主持出席報告，期望出席率再創新高
：Kevin
△ 領唱精彩，司儀跳針，純歡喜！Kevin
△ 糾察長Arch漸入佳境，精彩可期：K.P.
△ 歡迎李明峻蒞社演講，精彩可期，主題非常吸引人，感謝
PP S.R.邀請：Lio
△ 純歡喜：Noar
△ 酷暑之候，請大家多保重身體健康，幸福、快樂！Oculist
△ 大大歡迎李明峻博士演講相撲運動：Patrick
△ 熱烈歡迎Sumo博士李明峻先生蒞社演講：S.R.
△ 疫情再起，小心防疫：S.R.
△ Jimmy老社友仙逝，祝他一路好走：Taipei George
△ 賀Bruce社長、IPP Smart領導第一次ACP發表會成
功：William
※高球捐款：
△ 9月1日在龍潭球場舉行天明萊德盃高爾夫球聯誼賽，天母
社加油！加油！Casting（NT$1,000）
△ 請各位高球隊友熱烈報名參加8/12位於龍潭球場
舉行的第二次高球例賽，為9/1的天明萊德盃暖
身：John（NT$1,000）
※獎助金捐款：
△ 歡迎李明峻博士來社演講：Porcelain（NT$1,0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李明峻先生蒞臨演講：Gene（NT$500）
△ 預祝父親節快樂，父親們辛苦了：Hank（NT$500）
△ 祝賀各位社友爸爸節快樂：Steve（NT$500）

GG1991147-Project ACP成果發表會翦影
2019-20年度由本社主辦之全球獎助金計畫－Project ACP因為
受到COVID-19疫情影響，成果發表會一直遲遲無法成行，總算等到
政府放寬集會人數限制，於2020年7月31日（週五）下午順利舉辦第
一場成果發表會活動，第二場也將於2020年8月28日（週五）舉行。

第一次爐邊會談活動
活動日期：2020年9月5日（星期六）
中心議題：『社務活動如何創新』
輪值主人：Arch、Attorney、Baron、Call、Cory、Dean
、Dennis、Frank、George、Henry、IF、
Joe、K.C.、Lawyer、Lease、Michael、
Neuro、Ocean、Patrick、Ping、Sam、
Taipei George、Terry、Tony、William
活動行程：09:45 於【台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報到集合
（原「台北北警察署」，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
87號，鄰近捷運〔大橋頭站〕2號出口）
10:00 分組進行導覽
11:15 前往午餐餐廳【太春小館海鮮餐廳】
（台北市大同區寧夏路81號）
11:30 進行爐邊會談暨午餐聯誼餐敘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