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 / 賴聰穎Smart 社長當選人 / 楊文宗Bruce 副社長 / 侯舒文Philip 秘書長 / 張丁山Sam 財務長 / 黃三榮S.R. 社刊主委 / 張悅平Ping

第38卷07期
2019年8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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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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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次例會）
國際扶輪3521地區2019-20年度總監公式訪問

馬靜如DG Sara
所 屬 社：台北瑞安扶輪社
職業分類：律師
生
日：11月23日

【學歷】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法學碩士
國立台灣大學法學士
【現職】
國際通商法律事務所 資深合夥律師
美國商會理事
美國商會人力資源委員會主委
柏克萊大學法學院校友會發起人暨理事
財團法人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監察人
【扶輪經歷】
1999
北安扶輪社創社社友、副社長
2001-02 北安扶輪社第三屆社長
2002-03 地區年會主題聯合午餐會主委
2003-04 RI理事晚會主持
2004-05 地區公關主委
2005-06 RIPE晚會主持
2006-07 地區扶少團主委
2007-08 地區扶少團主委
2008-09 地區訓練委員、2008台北研習會司儀組組長
2009-10 法治教育推廣地區主委
2010-11 瑞安扶輪社創社社長、地區公關主委
2011-12 RI扶輪基金主委晚會主持
2012-13 3520地區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13-14 地區團隊訓練會主委
2014-15 地區服務主委

2015-16
2016-17
2017-18
2018-19
2019-20

地區講習會主委、地區生命橋樑主委
2019-20總監指定提名人、地區生命橋樑主委
2019-20總監提名人、地區副訓練師
2019-20總監當選人
RID3521總監

【扶輪基金捐獻】
累計US$41,600（鉅額捐獻LEVEL 2）
【專業獎項與排名】
2014、2016年Euromoney頒贈亞洲女性商業法律
錢伯斯亞太指南（Chambers Asia-Paciﬁc）評選為聘僱
及勞工法領域「首選律師」
亞太法律服務評鑑五百強（The Legal 500 Asia Paciﬁc）
評選為「領銜律師」
【扶輪獎章】（含地區及RI獎勵）
2001-02 地區重大服務事功獎
2001-02 地區21世紀金鷹獎
2001-02 RI Global Quest（RI成就獎）
2001-02 RI社長獎
2003-04 地區服務功績獎
2011-12 RI社長獎
2011-12 扶輪親善獎
2011-12 地區貢獻獎
2011-12 永久基金捐獻
2012-13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2-13 地區社員發展成就獎、特別功績獎
2013-14 地區社員發展成就獎、特別功績獎
2013-14 卓越貢獻獎
2013-14 保羅哈理斯捐獻
2014-15 地區社員發展功績獎
2014-15 卓越貢獻獎
2014-15 巨額捐獻
2014-15 國際扶輪職業服務領袖獎
2015-16 地區服務卓越貢獻獎
2016-17 地區服務傑出貢獻獎
2017-18 巨額捐獻
2017-18 卓越貢獻獎
2018-19 巨額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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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奇海漂相機－旅行的故事
主講人：李公元 先生

真的非常開心，也非常感謝我們跟天母扶輪社這樣的
有緣份，以下就請容許小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神奇海漂相
機旅行的故事。這個故事其實在今年一月曾經跟各位社友
分享過，也就是在去年的3月27日我們在海邊撿到了一台佈
滿貝殼的相機，打開以後發現相機還是好的，我們將記憶
卡抽出來，在fb上分享了其中的幾張照片，然後在兩天內就
找到了相機的主人，那是一位住在日本東京的女大學生，
一查之下才曉得這台相機漂流了933天。這個故事轟動了整
個台灣以及日本的媒體，包括日本東京富士電視台及其他
許多電視台都來採訪過我們。
這件事真正的價值在哪裡？我們跟孩子做了很多很
多的討論，我們覺得這不只是一台不會壞的相機這麼神奇
而已，其實它突顯了更多的議題，比如說網路也有正面的
力量、人們都很熱情、我們想要保護地球的心情、我們對
海洋的關心，因為我們去淨灘才有這個緣份撿到相機，所
以我們做了一件全台灣沒有人做過的創舉：我們要到全台
灣位處海邊的小學表演布袋戲來告訴他們這件事情。我們
希望讓更多人來關心海洋生態和海廢的問題，所以我們發
起了一個心願：表演一場，淨灘一場。我們半年下來，走
過了宜蘭壯圍的過嶺國小、桃園大園的內海國小、彰化芳
苑的芳苑國小、嘉義布袋的好美國小、高雄旗津的旗津國
小、宜蘭蘇澳的岳明國小、新北貢寮的福連國小、新北瑞
芳的鼻頭國小、台東長濱的長濱國中、台東成功的成功國
小以及花蓮新城的禪光育幼院。藉著表演和淨灘，我們去
了11個不同的海邊，讓孩子們用自己的腳去見證台灣這個
號稱福爾摩沙的美麗寶島究竟發生了什麼問題。
因為孩子們說相機是從日本漂來的，如果我們也能
去日本看看該有多好，加上聽說日本的海邊很乾淨，我們
也想去驗證一下，所以我們有了一個組團到日本圓夢的計
畫。我們25人的團體需要66萬元的旅費，很幸運地在2019
年1月10日透過PP Universal的引薦，我來扶輪社做分享，
那也是我第一次談到這個去日本的計畫，直到3月才正式在
fb上宣佈，開始正式對外募款。結果我們真的在短短的四個
月內募到了66萬，而且最大的一筆支持力量就是今年7月1
日來自天母扶輪社的16萬元，真的非常感謝你們讓我們有
機會幫助孩子們圓夢。
這次日本旅行9天，我們去了3個城市：千葉縣銚子
市、千葉縣成田市以及東京都。我們在3個城市共做了4場
表演，並且和2所學校進行交流，分別是銚子高神小學、
成田本城小學。日本小學真的非常乾淨，室內都是木質地
板，我們去交流時還被特別要求要準備乾淨的布鞋當作室

內鞋。因為銚子
電鐵和蘇澳火車
站是姊妹電鐵，
所以只要持蘇澳
火車站的票根去
就可以免費搭
乘，這次我們不
但持票根免費搭
乘了火車，銚子
電鐵還特別安
排了讓我們在火車上表演，機會真的很難得。我們也透過
台北駐日經濟文化代表處的安排，到「台灣文化中心」表
演，當天的觀眾包含當地民眾、華僑以及留學生，就連丟
掉相機的那位大姊姊都特地來為我們加油。我們也真正到
千葉縣銚子市海邊的地質公園淨灘，那邊跟野柳很像，地
質都是千年以上形成的景觀，我們親眼見證了日本的海邊
一樣有很多的垃圾，海廢其實是全球性的問題。
這次另一個特別的經驗是我們到東京上野公園附近的
街道上去淨街，因為我們遇到東京藝術大學的研究生正在
利用垃圾進行藝術創作，他們說只要我們拿一個撿到的垃
圾就可以跟他們換一件垃圾製作的藝術品帶回家，所以小
朋友就自發去街上撿垃圾，但日本街道實在是很乾淨，我
們走了500公尺，好不容易才在停車場發現第一個垃圾，因
為有小朋友有隨身攜帶垃圾袋，所以當天我們就幫日本撿
了一些垃圾，也換了一些垃圾藝術品回來。另外，我們還
有一次深刻的文化體驗，那就是參加了成田百年古廟－新
勝寺的祇園祭，小朋友真的現場加入拉轎子的行列。
稍後我會請大家觀賞一小段精彩的影片，順便也預告
一下我們有一個85分鐘完整的記錄片囊括了從台灣到日本
的巡演，將在8月18日於蘭陽博物館進行首映。在影片中，
大家可以看到台灣海邊真實的樣貌，最近台灣有一個環境
團體也針對台灣的海岸線做了調查，他們發現有10個地方
海廢問題非常嚴重，也呼籲政府應該立即處理。為什麼沙
發會在海邊出現？這都是人為造成的。記錄片的最後其實
是想告訴更多的人，海洋污染問題真的需要大家一起來關
心。最好的辦法就是減少塑膠製品的使用，利用更自然的
東西來生活，這個全球性的議題不只有台灣受害，連日本
和其他高文明國家都不能倖免。海廢有可能來自於我們每
一個人丟棄的垃圾，保護環境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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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捐款報告（8/8）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現金
3,000
承上期
IOU
15,000
承上期
175,418
合 計
193,418
總 計：324,828
丙、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8,500
33,000
41,500

131,410

丁、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3,888
承上期
143,000
合 計
146,888

△ 高興見到各位社友，祝各位父親節快樂；感謝社長的熱情
邀請：Winston（現金NT$3,000）
△ 歡迎主講人李公元老師蒞社演講，精彩可期：Arch、Baron
、Cory、Gene、James、Kevin、Ocean、P.J.、
Porcelain
△ 恭賀CPWinston生日快樂：Arch、Baron、BruceT、Frank
、Investor、James、Oliver、Sam
△ 祝福社友們父親節快樂！Baron、Kevin、K.P.、Noar、
Oliver、P.J.、Sam、S.R.
△ 歡迎CP Winston蒞社指導：Investor、Oliver
△ 歡迎岳明國小李公元老師及小朋友蒞社訪問演講及表演：
Investor、Smart
△ 回國禮物代金：Arch
△ 祝CP Winston生日快樂、壽比南山，有空常來！Bruce
△ 熱烈歡迎許久不見的CP Winston蒞社指導，賀CP Winston
今天生日快樂，祝身體健康：Cory
△ 歡迎李公元老師及宜蘭岳明國小同學們蒞社：Frank
△ 歡迎好久不見的CP Winston來例會並祝他生日快樂：
Insurer
△ 今天恰逢爸爸節，恭祝每位開心快樂：Insurer
△ 今天領唱超時IOU：Insurer
△ 祝全體社友、來賓父親節快樂：Investor
△ 歡迎CP Winston返社重聚並歡度生日：Kevin
△ 很高興見到CP Winston：Khan
△ 熱烈歡迎CP Winston蒞社指導，看到您氣色好，非常開
心，祝您生日快樂、壽比南山：Lio
△ 感謝社長的細心和用心，邀請CP在生日及父親節雙重的
美好日子蒞臨，倍感歡喜和溫馨：Michael
△ 熱烈歡迎PP Investor邀請宜蘭岳明國小老師李公元蒞臨本
社演講，精彩可期：Michael
△ 歡迎岳明國小同學們蒞臨表演圓滿成功：Michael
△ 開心看到CP Winston今天出席例會，希望今後能常常看到
您出席：Noar
△ 很高興看見CP Winston，祝CP Winston生日快樂、身體健
康！Paul
△ 恭喜CP Winston生日快樂，壽比南山、福如東海：P.J.
△ 歡迎本週主講人李公元老師帶領家長會代表林先生及9位
小朋友蒞社：Sam
△ 很高興CP Winston蒞社來看大家：Sam

△ 祝社友們爸爸節快樂，事業一路發發：Smart
△ 祝CP Winston生日快樂，以後有空常來：Smart
※ 獎助金捐款：
△ 大家一起祝賀我們的爸爸節：James（NT$1,000）
△ 熱烈歡迎CP Winston回來看看我們，請多多指導，
惠賜鼓勵，順頌龍體健壯，壽比南山、福如東海：
K.P.（NT$5,000）
△ 恭賀CP Winston生日快樂；父親節大家快樂：Ocean（NT
$1,000）
△ 歡迎CP Winston回社訪問並祝生日快樂，壽比南山：
Porcelain（NT$1,000）
△ CP Winston好久不見，元氣100分，歡迎常來看看大家，
生日快樂：S.R.（NT$5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主講人李老師！Bruce T（NT$1,000）
△ 祝賀CP Winston生日快樂，壽比南山！Casting（NT
$1,000）
△ 祝賀Winston生日快樂，永遠健康：Gene（NT$500）
△ 熱烈歡迎天母扶輪社創辦人CP Winston於88父親節這天
回社指導，大地為之震動，並祝您生日快樂：Hank（NT
$888）
△ 歡迎李公元老師及岳明國小的小朋友們：S.R.（NT$500）

上週出席報告（8/8）
社員總數
74

出席人數
36

補出席
5

出席率
80.39%

請假缺席13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3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8）
李公元 先生－主講人
林廷翰 先生－蘇澳岳明國小家長代表
蘇澳岳明國小同學一行
賴文祥（CP Winston）－本社名譽社員

上週例會剪影
上週例會適逢88節，久違的CP Winston回社指導並與社友們一同歡喜慶生！

引述PP Gene的說明：「CP Winston和PP Ocean同齡，是彰化中學同期同學，畢業後同時考上臺大，分別就讀商學系、農經
系。扶輪生涯，倆人相遇 北區扶 社，後Winston籌組天母扶 社，Ocean也隨即加入。倆人一段時間未曾見面，今天在這特別
的日子溫馨同框，此情此景，誰不動容？」

第101次STAR訓練會議
時 間：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18:30用餐｜19:00開始
地 點：TRAVELER教育訓練室
＞台北市信義路三段150號B1
主 講：PP S.R.
主 題：『Let's do GG－如何申請全球獎助金』
※ 敬請入社五年以下之新社友當日務必撥冗出席，也歡迎
其他社友踴躍參加，一同分享扶輪經驗與心得，還可順
道補出席！

2019中秋BBQ聯歡晚會
時 間：2019年9月6日（星期五）18:00
地 點：國賓飯店•4F戶外露天游泳池畔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63號
費 用：社友分攤金NT$2,000｜寶眷餐費每位NT$1,600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本週喜慶社友（8/15~8/21）
林志華（Michael Lin社友）生日快樂
朱國華（Wool社友）生日快樂
翁肇喜（PP George）生日快樂
黃百祥（PP Shawn）生日快樂
劉菁菁（PE Bruce）夫人生日快樂

下週節目預告（8/22）
主講人：林維揚 先生
講 題：印太戰略下台灣的角色
學 歷：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經 歷：駐汶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代表
澳大利亞台北經濟文化辦公室 副代表
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公室 副主任
邀請人：PP Investor

8/16
8/18
8/20
8/21
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