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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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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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2次例會）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8/22）

月底例會：2019-20年度RYE Inbound學生自我介紹

林維揚 先生－主講人
陳允萍 先生－PP S.R.來賓

上週出席報告（8/22）

Júlia Amaral NUNES
Nickname：Ju
中 文 名：何家莉
生
日：2002年9月28日
派遣地區：巴西D4520
接待學校：幼華中學

本週喜慶社友（8/29~9/5）
詹炳鎔（PP P.J.）生日快樂
林錦成（Casting社友）生日快樂
吳達德（PP David-T.）生日快樂
官振傑（Doctor社友）與蘇珮甄女士結婚18週年
紀念日快樂

8/31
9/2
9/4
9/3

社員總數
74

出席人數
35

補出席
4

出席率
73.58%

請假缺席16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1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八月份高球例賽成績表
總桿冠軍：Michael
淨桿冠軍：Sam
淨桿亞軍：Lease
淨桿季軍：Casting
淨桿殿軍：Judy
Lucky 7：Smart
B.B.：Noar

跳獎第5名：Michael
跳獎第10名：Spring
跳獎第15名：Vance
N/P：Call、Andrew、Smart、
Michael
2nd N/P：Arch、Smart
3rd N/P：Insurer、Sam

九月份高球例賽
時 間：2019年9月11日（星期三）12:30開球
地 點：長庚球場
費 用：NT$3,10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下週節目預告（9/6）
2019中秋BBQ聯歡晚會

上週喜慶社友PP Ocean代夫人接受大家的生日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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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訂9/5（星期四）舉行之中午例會取消，改與中秋晚會
合併，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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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太戰略與台灣
主講人：林維揚 先生
社長、各位天母扶輪社的好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會跟扶輪社結緣主要是去年和前年，台北士林
扶輪社造訪了汶萊兩次，第一次的訪問團成員中還包含了
蘇一仲PDG Antonio，當時給我的印象就是扶輪社都是些有
閒、有錢又資深的老前輩，心想我退休下來以後或許也可
以參加扶輪社？剛好凱平兄PP Investor就是天母扶輪社的
一員，其實我們相交多年，我在1983年還沒考進外交部以
前就認識他了，也多虧了他的鼓勵，我才能在1984年順利
考上外交官。
我從1985年開始擔任外交工作，一開始當科員的時候
負責的是台灣發展核武的案子，後來核武被美國中情局嚇
阻，整個被勒令拆除了，但因為興建核電廠，所以我又開
始負責濃縮鈾的分散採購。我一輩子幾乎跟核能脫不了關
係，就連2001年3月11日日本核災發生時，我也正好帶著一
個9人的團在日本，就在災變發生前兩個小時才剛搭機從東
京離開飛往沖繩。2002年我奉派到美國會談，地點剛好就
在當年美俄第一次達成限制核武協議的地方。我在擔任代
理大使期間，也與歐洲商討購買核廢料的事宜。總之，我
從進外交部開始都在搞政軍，現在外交部唯一的戰略安全
科還是我2002年時創立的。雖然外交部並不太重視政軍這
個部份，但是我對政軍一直有在研究。
我今天要講的印太戰略，從前美國稱之為亞太戰略，
現在就是多了印度洋，之所以會多出印度洋其實與中國的
一帶一路有關係。中國現在把武力向南延伸，他們稱為藍
色海軍。美國現在的印太總部仍舊設在夏威夷，只是力量
南移，仰賴印度、澳洲和東協。美國認為亞太有三個引爆
點，就我個人認為，未來南海這個引爆點會比北韓或是台
海還嚴重。川普在2017年APEC會議時曾經提到過印太的問
題，有人問他的觀點和之前歐巴馬提的亞太再平衡有什麼
不同？其實兩者的差異在於歐巴馬的主張沒有經貿做為後
盾，但是川普不同，他在2018年通過了二個經貿法案，利
用國家立法來支持他的政見。截至目前為止，大陸已經在
一帶一路上花費了2,000億美元，Morgan Stanley預估大陸
總計要花一兆美元。
今年6月美國國防部發表了一份有關印太戰略的白皮
書，裡面特別點名中共，並且提到三個主要戰略，包含整
軍經武、結盟等，而結盟的部份也有提到台灣。另外，白
皮書內也提及了包含中共、俄羅斯、北韓等四大挑戰勢
力。有關台灣的部份，他們談到了中共解放軍一直在準備
台海的戰事，在必要時候會迫使台灣放棄獨立，以武力統
一兩岸，並且阻止第三勢力介入台灣問題。美國把台灣放
在整個戰略之下其實是很難得的，這也證明了美國並沒有
忘記台灣。其實澳洲是第一個提出印太戰略的國家，前任
總理Malcolm Turnbull他在2017年的外交白皮書提及印太戰
略需要安全、開放、繁榮。至於東協之前對印太戰略也都
不聞不問，但在6月23日卻對美國的印太戰略做出回應，雖
然措辭和緩，但顯然他們已經開始重視這個問題，畢竟南

海問題對他們是首當其衝。
2017年美國美中經濟及
安全檢討委員會提出的一份
報告中指出台灣一共投資了
1,500~2,500億在中國大陸，
當時還是大陸最大的投資國。
在2009年美國國防部提出
中共軍力報告指出台灣是中國大陸最大的外資直接投資來
源，如果大陸攻打台灣可能會引起國際的制裁，意思是台
灣對大陸的投資是一個嚇阻對岸武力犯台的因素，我們應
該好好思考，並從各個角度來探討台資在大陸扮演的角色
對台灣而言究竟是助力還是阻力。
今年年初，台灣有位副部長級的官員到汶萊訪問，
他說兩年前川普要發動美中貿易戰之前曾約見台灣駐美代
表，提出了兩個數據：中國前20大貢獻對美貿易赤字的公
司中有15家是台商；前10大中國高科技出口廠商中有7家是
台商。可見得台灣人對中國不只是投資，基本上已經深耕
中國，雖然最近因為中美貿易大戰，有些台商開始抽腿，
但台商在中國的影響力還是不容小覷。美國國防部補助的
一個智庫今年2月發表了一篇報告，標示出中國4,000公里
以上長程飛彈的影響範圍，其中一處在哈爾濱，最早是為
了對付日本的；另一個點設在武漢，主要針對關島到台海
之間；第三個點在南海的一座人工島礁，飛彈可以打到澳
洲和英國屬地。
1945年，麥克阿瑟曾在布里斯本建立西太平洋盟軍總
部，澳洲提供了所有的後勤支援，當時麥克阿瑟等於是澳
洲的地下總理，大小事都得聽他的，他也是從澳洲展開反
攻。中共軍隊從菲律賓下來，現在在萬那杜島建置海軍。
我曾邀請澳洲二個很重要的訪問團來台，一個是雪梨大學
的校長，另外一個則是四名學者，其中還包含了二位前國
防部次長，兩次都安排了會晤馬英九總統。我在2014年邀
請來台的一位澳洲前國防部次長Huge White是個令華府相
當頭痛的人物，但是他非常有能力，一直主張要在美國和
中國之間選邊站，而且他還是有點傾中的。那次是Huge
White生平第一次來台灣，他接受了聯合電子報《全球瞭
望》的專訪，他明白表示他從來不認為美國能夠保護台灣
的安全，但這次訪問讓他心中有了台灣這個地方。最近他
的理論開始有了大轉變，主張澳洲要發展原子彈，他對澳
洲有很大的影響力。雖然他並沒有倒向美國，但顯然也已
經放棄選擇傾中的立場。澳洲現在跟我們一樣開始建置潛
艇，原本是法國得標，但現在變成是日本。
2012年在俄羅斯舉行APEC，我那時負責反恐，隸屬
於反恐工作任務小組。公報上有刊載了一些相片，出席會
議的中國代表是中國在安理會反恐事務處的副首，是司長
級的最高文官，這是我和中國很難得的一次接觸。其實我
在2004∼2011年駐紐約期間，主要工作就是跟聯合國大使
打招呼，雖然沒有聯合國的通行證，但我常常進去，每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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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員看見我都想追打我。我記得有一次在聯合國大使
會議廳，法國大使邀請我進去，中共代表剛好就坐在我正
對面，一直對我怒目相視。中共對我們的外交採行的政策
就是寸土不讓，除非上面有別的交代。我駐在紐約六年，
歷經兩個政府，但無論是哪一個政府都不能突破外交困
境。其實中國在APEC時願意跟我們打交道，但是在聯合國
的場域絕對不會理會我們，因為如果他們跟台灣打交道，
無疑是承認我們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澳洲的各個論壇報上都說自己和日本是中國在西太平
洋的兩大螯鉗，可以箝制中國。大家對澳洲可能不是很瞭
解，但是1996年台海危機的時候，他們卻是除了美國以

外，唯一一個派了軍艦來台海的國家，結果1997年就被中
國downgrade關係。澳洲是中國貿易、投資、留學生、旅
遊最大的市場，但是澳洲現在吃到了苦頭，因為中國留學
生佔據了整個校園，雪梨校長上次來台灣招生時告訴我雪
梨大學有5,000名學生，校園裡都聽得到中文，甚至會計系
還有講師乾脆用中文授課，因為班上可能除了兩三個白人
外，其餘全是中國學生，所以中國留學生在澳洲最容易找
到的工作就是會計。最後，除了澳洲外，東協是台灣在南
海最大的競合對象，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為南海絕對比
台海更危險。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8/22）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現金
3,000
承上期
IOU
18,500
承上期
205,918
合 計
227,418
總 計：358,828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1,000
2,000
3,0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131,410

23,500
46,000
69,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54,500
承上期
156,888
合 計
211,388
△ 主講人車馬費：林維揚 先生（現金NT$3,000）
△ 祝賀本週喜慶Tony Tsai社友夫人、PP Ocean夫人、Joe社
友夫人生日快樂、身體健康：Baron、Chris、Cory、Hank
、Investor、Noar、Oculist、Oliver、Sam、Smart、S.R.
、Taipei George
△ 歡迎主講人林維揚大使蒞社演講，精彩可期：Arch、Baron
、Cory、Gene、Kevin、Noar、Ocean、Oculist、Oliver
、Porcelain、Taipei George
△ 歡迎PP S.R.友人Peter陳允萍先生蒞社指導：Cory、Kevin
△ 回國禮物代金：George（一年四次）、Taipei George
△ 歡迎林維揚先生來天母扶輪社演講，希望未來有機會能與
林維揚先生成為社友，同桌餐敘：Andrew
△ 10月20日下午14:30在前社教館大廳（八德路3段25號
1F）舉辦傳統音樂會，由台北市藝文推廣處主辦，歡迎大
家參加：David-T.
△ 歡迎林維揚先生蒞社演講，精彩可期，期待你加入天母
社：Henry
△ 歡迎林維揚大使蒞社發表精闢演講！Investor
△ 純歡喜：Lease
△ 熱烈歡迎準社友林維揚代表蒞社演講，印太戰略下台灣的
角色是大家關心的話題，非常精彩：L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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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林維揚大使蒞社演說，精彩可期，也希望林大使趕快
加入天母社：Sam
△ 歡迎準社友林維揚先生蒞社演講：Smart
△ 祝福大家健康愉快：Taipei George
△ 熱烈歡迎林維揚先生蒞社演講，精彩可期，也期待早日加
入天母社溫暖大家庭：Terry
△ 歡迎PP S.R.來賓－社團法人台灣司法通譯協會創辦人
陳允萍先生蒞社指導：Terry
△ 又唸錯秘書長Sam，自罰一張：Terry
※ 高球捐款：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夫人生日快樂：Arch（NT$1,000）
※ 獎助金捐款：
△ 歡迎各位社友踴躍報名明年日本大阪梅田社訪問之旅，
不一樣的地方、一樣的老朋友，一定很好玩喔！Chris
（NT$1,000）
△ 內人生日，感謝大家的祝福；賀Tony Tasi夫人、Joe夫人
生日快樂：Ocean（NT$20,000）
△ 慶祝Tony Tsai夫人、PP Ocean夫人、Joe社友夫人生日快
樂，壽比南山：Porcelain（NT$1,000）
△ 歡迎陳允萍先生蒞社共商服務合作計畫：S.R.（NT$500）
△ 謝謝林維揚先生蒞社演講，也感謝PP Investor熱心幫忙邀
約主講人！TT（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祝賀PP Ocean夫人、Joe夫人及Tony Tsai夫人生日快樂，
身體健康！Casting（NT$1,000）
△ 祝PP Ocean夫人等喜慶社友生日快樂：Gene（NT$500）
△ 85年生涯中，將近40載的扶輪體驗豐富了我的人生，謝謝
天母諸多社友的愛護與栽培！George（NT$50,000）
△ 熱烈歡迎林代表來社及PP S.R.來賓陳允萍先生來訪：
Hank（NT$500）
△ PP George載譽歸國，生日快樂：Kevin（NT$2,000）
△ 歡迎林維揚大使精彩演講：S.R.（NT$500）

第101次STAR訓練會議剪影
本社第101次STAR訓練會議已於2019年8月20日（星期二）假TARVELER教育訓練室圓滿舉行，當日本社共有12位
社友與會，由PP S.R.主講並分享申請全球獎助金的相關資訊。

3521地區眷屬聯誼會九月份例會
時 間：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
11:30報到聯誼｜12:00~14:30餐會及演講
地 點：君品酒店•5F宴會廳＞台北市承德路一段3號
主講人： 陳玲珍 執行長（美國奧斯卡獎選片委員、CNEX共
同創辦人）
講 題：「從紀錄片看奧斯卡獎與世界和平」
費 用：NT$1,000
※ 報名至9/13截止，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End Polio Now系列活動
慈善音樂劇
時 間：2019年10月25日（星期五）19:00~21:30
地 點：微風南山•藝文展演中心＞台北市松仁路100號3樓
說 明：類似好萊塢百老匯之大型首創中文史詩音樂劇《秦
始皇》全球首演
票 價：NT$2,800
※ 自即日起報名至9/20截止，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出席，
一起守護世界，根除小兒痲痺！

3521地區總監盃親善高球錦標賽
時 間：2019年9月27日（星期五）10:00報到
地 點：東華球場
費 用：擊球費NT$2,956 all in
報名費NT$1,000（含參加獎、晚餐等）
備 註：報名截止日期為8/31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3521地區保齡球聯誼錦標賽
時
間：2019年11月10日（星期日）08:00報到
地
點：新喬福保齡球館＞新北市中和區錦和路388號
參賽資格：社友、寶眷、扶青團員、RYE學生
比賽方式：1. 個人（男、女）組：不限人數，採六局總分
制。女性參賽者總分加48分；男性滿50歲以
上總分加36分；滿80歲以上男女都加60分。
2. 團體組：男女不限，成績由各社個人組中各
參賽者前五名分數計算。
3. 個人（男、女）組前五名及團體組限社友才
能領獎。
費
用：NT$600（含球道、鞋子、自助餐吧、水、咖啡、
獎金）
※ 自即日起報名至10/25截止，歡迎社友暨寶眷踴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