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0 日  第 1680 次例會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開會。 

 聯誼許家榮 Will： 

歡迎主講者安候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黃正忠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

務團秘書沈彥廷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

臨本社。 

敬祝 P.P.Eric 夫人、Stone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頌「主講先生，您好嗎?」自選曲

「無情人有情天」、「風吹風吹」。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秘書沈彥廷先生

向 Uncle 報告六月-八月份團務活動，以及

去年度的收支報告。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徐明偉 S.Ben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八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本年度若社友子女、孫子女有考上高中、

專科、大學、研究所者，社內將於九月一

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吉立

餐廳二樓舉行慶祝中秋節晚會時頒發獎

學金、紀念品，敬請社友踴躍報名。 

(3). 職業參觀-台中愛樂 OP.1 建案、健豪印刷

精科廠，謹訂於十月十七日(星期四)舉行。 

*請大家儘速報名以免向隅。 

(4).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謹訂於十月十

九日(星期六)中午假社館舉行。 

*敬請社友踴躍推薦優良員工接受表揚。 

 社友吳晉福 Dental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正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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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中原大學化學工程研究所博士 

曾任：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秘書長、水美工程公司能源資源處經 

理、永豐餘公司工程事業部顧問 

現任：安候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總經理、KPMG 氣候變遷與企業永續服

務亞太區負責人 

氣候變遷下的台灣何去何從 

 

 

 

 

 

 

 

 

 
 

安候永續發展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黃正忠先生 

近幾年因全球暖化造成氣溫增升，因而導致南北

極及高山冰塊融化、海平面上升，使得不少島國

的國土將遭到淹沒的危機。如果人類什麼都不做，

勢必會遭到氣候變遷導致的問題所危害。 

高碳產業及應強化碳揭露之產業 

CDP 將強化具排碳重大性之特定產業的揭露 ，包

括： 

(1)能源：油氣業 及電力公用事 

(2)交通：汽車、鐵路、航空  

(3)金融服務  

(4)一級產業 ：食品、飲料農金屬及礦 

(5)次級產業：成衣 

HSBC 定義下列 9 個產業為高碳產業 : 

-油氣業 

-使用化石燃料的發電業 (煤、天然氣柴油) 

-金屬採礦業 

-航空業 

-鋼鐵與製鋁業 

-水泥與玻璃業 

-石油煉製 

-貴重金屬業 

-熔融業 

我們面臨什麼時代 ? 

• 受碳限制 

• 受水限制 

• 受資源限制 

• 受人口限制 

•受貧困限制 

擅用綠色與低碳差異化行銷，精準掌握國際主流

產業發展趨勢 

•投入綠色與低碳創新 

•展現綠色與低碳績效 

•搶佔綠色/循環/低碳經濟市場 

2019 世界風險 

排名 發生可能性 衝擊大小 

1 極端氣候事件 毀滅性武器 

2 減緩與調適氣候

變遷失敗 

減緩與調適氣候變

遷失敗 

3 天災 極端氣候事件 

4 數據詐騙或竊取 水危機 

5 網路攻擊 天災 

6 人為環境災害 生物多樣性喪失與

生態系統毀滅 

7 大規模非自主性

徏遷  

網路攻擊 

8 生物多樣性喪失

與生態系統毀滅 

重要資訊基礎建設

癱瘓 

9 水危機 人為環境災害 

10 主要經濟體的資

產泡沫化 

傳染性疾病的傳播 

全球溫度上升對人類社會有什麼影響？ 

上升攝氏 1.5 度 

極端高溫發生機率提升 129% 

洪災可能造成每年 10.2 兆美元損失 

上升攝氏 2度 

極端高溫發生機率提升 343% 



2.8 億人的家園將被淹沒 

洪災可能造成每年 11.7 兆美元損失 

上升攝氏 3度 

4.32 億人的家園將被淹沒 

上升攝氏 4度 

6.27 億人的家園將被淹沒 

科學基礎減量目標（SBT）蔚為企業減碳必修 

SBT 已逐漸成為領先企業在碳管理的運作實務， 

促進企業能以更科學的方式，設定協助全球升溫

控制 2℃的減碳目標。 

建構企業碳資產管理能力 

全球碳交易市場的崛起，反映出碳定價機制已成

為落實減碳的重要工具之一，而碳排放權的財務

價值也不可輕忽。 

 社長張正鳴 P.Ja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

黃董事總經理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

說。 

 糾察江基清 P.P.Al 有事先離席，委由前社長

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紅箱收入。 

 社長張正鳴 P.Jason 鳴鐘閉會。 

七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8月 10 日(星期六)14:2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徐明偉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洪敏捷、葉進一 

劉炳宏、張正鳴、羅國龍、羅致政 

吳得利、劉炳華、黃俊哲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7 第 1684 次例會，「長照 2.0 的現

況與困境」新北市衛生局照管中心三

重分站照顧管理督導 藍天祺先生。 

        09/14 第 1685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假

期，休會乙次。 

        09/21第1686次例會，「景觀藝術漫談」

景觀大師 朱魯青先生(台中大屯扶輪

社 P.P.Idea)。 

        09/28 第 1687 次例會，秋季旅遊-花蓮

理想大地二日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地區世界社區服務 WCS「緬甸甘妮小學

興建工程捐贈計畫」。一個單位二萬元

請討論。 

決  議：由國際服務提撥經費二萬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地區「成年禮」活動 

一、活動目的：為了使地區內之青少年及

Inbound 學生能夠更了解台灣

傳統文化與生活方式，並提升

青少年對自己、家庭及社會之

責任感，進而對於扶輪有更深

一層瞭解與認識，故舉辦此活

動，請各社鼓勵青少年踴躍報

名。 

二、活動時間：11 月 9 日(星期六)12:30 報到 

三、活動地點：宜蘭孔廟 

(宜蘭縣宜蘭市新興路 170 號) 

四、參加對象：16-20 歲之青少年 

五、參加人數：依照各社 7 月 1 日之社友人數

(不含寶尊眷社友)，本社可以報

名 3位。 

六、報名日期：即日起至 10 月 4 日(星期五)止

完成線上報名、同意書暨感恩詞

與期勉詞(word 電子檔，請勿傳

真)回覆至地區辦公室。 

 

 

 

 



 

本週節目 

八月十七日 

第 168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洪敏捷 P.P.ENT 

主  講  者：經濟部工業局 

永續發展組組長 凌韻生先生 

講      題：推動產業循環經濟之發展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四日 

第 168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陳亞蘭歌仔戲團 

團長 陳亞蘭女士 

講      題：偷窺陳亞蘭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前社長(49.08.19)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8 年 08 月 10 日 第 168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18 名 

免計出席：                     15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d、

Frank、Kay、Kenny、Mars、Obama、

Stone、Taylor、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8 月 08 月 10 日 第 168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46,800

Al 1,000 Land 1,000

Benson 1,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ter 1,000

ENT 1,000 Roberta 1,000

First 1,000 Stock 2,000

George 1,000 Trading 2,000

Jason 3,500 Will 500

Junior 1,000 Wood 2,000

小計：     $23,000 總計：      $269,800
 

扶青團 承上期：      $6,000

George 2,000 Will 500

小計：      $2,500 總計：        $8,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82,400

Junior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187,600
 

馬尼拉扶輪地帶研習會 

一、2019 年馬尼拉地帶研習會及會前各項研習 

會謹訂於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1 日舉行，鼓 

勵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二、地點：菲律賓馬尼拉Marriott Hotel, Pasay  

City 

三、請各社友及早註冊，請上研習會官網填寫報 

名表，並完成線上繳費，官網如下:  

https://2019manilarotaryinstitute.or

g/registration/ 

四、本次研習會註冊 Rotary Institute(美金 

280 元註冊費)，夫人同行註冊 Couple(兩 

位美金一起註冊共 5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