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5 月 06 日   第 1562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

系暨研究所兼任教授林宗嵩博士、馥華集

團採發部經理游伯湖先生、社長 Hero 夫人

董秀琴女士、秘書 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

社友 Tetsu 未婚妻王蓓恩女士、領唱老師

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海海人生」、「你儂我儂」。 

敬祝 P.P.George、P.P.King、P.P.Wood、

P.P.Smile 夫人，生日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板橋扶輪社授證 50 週年紀念典禮，謹

訂於今晚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大直典華

六樓舉行。敬請參加人員穿著西裝準時

出席。 

(2) 社費尚未繳納之社友，敬請於下次例會

時攜帶費用繳納。 

(3) 六月一日(星期四)授證當天，社內下午

四時在板橋馥華飯店，有安排一部 32

人座大巴士，可以接駁前往台北萬豪酒

店，因座位有限，請要搭乘之社友寶眷

盡速登記報名。 

 前社長李榮鏗 P.P.Smile 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崇嵩先生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地學研究所博士 

曾任：景文科技大學創校校長、中國文化大 

學夜間部總務主任、景文高中校長 

現任：華夏科技大學兼任教授、新店崇光社 

區大學及新店區低碳推廣中心顧問 

、新北市政府低碳社區規劃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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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候變遷下企業的危機與轉

機 

 

 

 

 

 

 

 

 

 

 

華夏科技大學資產與物業管理系暨研究所兼任

教授 林宗嵩博士 

近年來因氣候變遷帶來熱浪、酷寒、乾旱、 

暴雨等情況，已嚴重影響人類的生活。而企業於

氣候變遷下所面對的課題有：淹水、供水中斷、

供電不穩定、供應鏈中斷、原物料成本上升、市

場購買力下降。又我國為配合全世界採取行動對

溫室氣體進行管制以防止氣候變遷繼續惡化，於 

104 年 6 月 15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溫室氣體

減量法』。 

其第一章總則就明定國家溫室氣體長期減

量目標為中華民國一百三十九年(2050 年)溫室

氣體排放量降為中華民國九十四年(2005 年)百

分之五十以下，並具有相關調整機制，所以將來

溫室氣體減量法的實施對企業的衝擊及因應措

施，也是企業需要先行瞭解的課題。至於氣候變

遷調適也有衍生商機：如材料、建築結構、糧食

生產、資訊服務、 市場 、金融、水回收及再利

用等方面。再則，企業對於氣候變遷之調適應有

的作法有：提高認知、評估與管理風險和機會、

建立企業對氣候變遷的回復力、相互合作、要克

服的障礙等。 

一、氣候變遷對台灣的衝擊 

二、企業於氣候變遷下所面對的課題 

1、淹水             

2、供水中斷          

3、供電不穩定       

4、供應鏈 中斷      

5、原物料成本上升   

6、市場購買力下降 

三、溫室氣體減量法生效後對企業的衝擊及因應 

措施 

1、溫減法實施對企業之影響 

(1)建立盤查登錄制度      

(2)進口化石燃料稅 

(3)階段性管制目標        

(4)總量管制 

2、企業之因應措施 

(1)成立溫室氣體盤查小組 

(2)參與階段性管制目標舉辦之會議，提供 

適宜產業之建議 

(3)執行溫室氣體排放額度抵換專案 

(4)導入能源管理系統 

(5)執行產品/服務碳足跡盤查計算 

四、氣候變遷調適衍生商機介紹 

1、材料          

2、建築結構      

3、糧食生產      

4、資訊服務     

5、市場          

6、金融          

7、水回收及再利用 

五、企業對於氣候變遷之調適作法 

1、提高認知                       

2、評估與管理風險和機會  

3、建立企業對氣候變遷的回復力   

4、相互合作   

5、要克服的障礙 

企業如何因應氣候變遷，是投資人愈來愈關切的 

風險指標。除了節省成本外，投資人與股東愈來 

愈重視氣候變遷對企業帶來的風險與商機。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林

博士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五月板東高爾夫球隊聯誼會 

*報到日期：5月 18 日(星期四) 

12:15 報到  12:30 開球  

*球    場：龍潭高爾夫球場   

*擊球費用：$ 2,97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2017-18 年度地區社員研討會 

*時間:5 月 21 日(星期日) 

09:30 報到、10:00 開會、18:15 晚餐 

*地點:礁溪長榮鳳凰酒店 2F 長榮廳 

*參加： 

社長 羅致政 Master 

秘書 江基清 P.P.AL 

社員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防止社員流失主委 郭昭揚 P.P.James 

 

友社授證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5月 17 日(星期三)下午 5: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飯店六樓盛世廳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5月 1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囍宴軒新板店-布拉格廳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13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海鮮城-第二宴會廳 

【三峽北大菁英扶輪社授證 3週年】 

*時間：5月 24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土城東區扶輪社授證 1週年】 

*時間：5月 25 日(星期四)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7樓) 

【北大光榮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日期：5月 27 日(星期六)17:30 

*地點：雙岩龍鳳城(新北市樹林區中正路 278 號) 

 

總監辦公室來函照登 
主 旨：關於國際扶輪基金捐獻 EREY 表彰說明，並鼓勵捐獻達成表彰。 

說 明： 

一、扶輪基金會為表揚各扶輪社之基金捐獻訂定有表彰制度，其中 Every Rotarian Every Year

（EREY）與往年有所不同，更新更表彰說明如下： 

100% Foundation Giving (百分百基金捐獻社) 

說明：每位社友皆有捐獻扶輪基金會，且總額平均達每人 US$100 

   100% EREY Sustaining Club(百分百 EREY 贊助社) 

說明：每位社友皆有捐獻年度基金至少 US$100 

二、本年度各扶輪社之基金捐獻表現傑出，請各社參考以上說明努力達成表彰，以增本年度之 

成就。 

 

扶輪知識 
臺灣扶輪的歷史應源自於日治時代，1931 年 3 月 27 日在台北鐵道飯店成立「台北扶輪俱樂

部」開始，當時台籍人士只有 3人(林熊光、林柏壽及許丙)後因二次世界大戰自 1941-1948 年退

出國際扶輪停止活動；光復後於 1948 年 6 月 11 日台北扶輪社再度獲准加盟國際扶輪，創社社長

為當時財政廳長，1975-1978 年的嚴家淦前總統。 

時至今日臺灣已然發展成為 7個扶輪地區，763 個扶輪社，超過 3萬 3千多位社友的扶輪第 8

大國；國際扶輪基金的捐獻 2015-16 年度台灣七個地區總共捐獻 US$8,8730,343，總捐獻每位社

友平均(Total Contributions Per Capita) US$267 元，名列世界前五名。RI 理事會於 2017 年 1

月 24 日上午通過「地帶再劃分委員會」所提議的新劃分案，2017 年 7 月 1日之後，台灣將擁有

12 個地區，加上港、澳、蒙古的 3450 地區總共 13 個地區，將共同組成一個新地帶(zone)，這是

繼中文成為 RI 官方輔助語言之後的一大好消息。                    (摘自 3月份臺灣扶輪) 



本週節目 

五月十三日 

第 156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輔仁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兼系主任 楊君琦小姐 

講      題：探索職場情緒管理與新世代價 

值觀 

 

下週節目 

五月二十日 

第 1564 次例會 

授證籌備會議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 05月 06日   第 156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369,229

AL 500 Land 500

Archi 2,000 Masa 500

Benson 1,000 Master 1,000

Cathay 500 Roberta 2,000

George 5,000 Shige 500

Hero 2,000 Smile 3,000

James 500 Stock 500

Jason 1,000 Tea 500

Junior 500 Tetsu 500

小計：     $22,000 總計：    $1,391,2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87,700

Aero 7,700 Roberta 10,200

Archi 7,700 Shige 7,700

Dental 7,700 Stock 10,200

George 7,700 Sun-Rise 10,200

小計：      $69,100 總計：    $1,456,800

敬祝 生日快樂! 

陳萬祥前社長(49.05.13) 

葉進一前社長(33.05.18)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順正社友(65.05.16)41 年 

徐明偉社友(95.05.17)1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5 月 06 日    第 1562 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8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Frank、Navigare、Taylor、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Trading 
 

歡迎姊妹社日本高田東扶輪

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

蒞台暨與日本高田東扶輪社

續盟儀式暨爐邊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爐主：劉孟賜、洪敏捷、郭祐福、郭昭揚、 

張正鳴、謝堂誠、邱明政、賴建男、 

林振哲、劉炳華、黃俊哲、黃文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