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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89次例會）

本週喜慶社友（10/13~10/19）

主講人：廖正成 先生
講 題：查緝山老鼠盜伐案例分享－以北橫明池山區為例
學 歷： 中央警察大學57期刑事警察學系、刑事警察研究所
碩士
經 歷： 內政部模範公務員
基隆市警察局、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內政部警政
署、國家公園警察大隊、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八、
九大隊長
現 職： 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第四大隊大隊長
介紹人：Sam社友

梁肇晏（TT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黃倩儀（PP P.J.）夫人生日快樂
吳珮琪（Jalan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劉國昭（PP K.C.）與林桂朱女士結婚52週年
紀念日快樂

10/13
10/14
10/17
10/17

Brian社長盃暨苗栗聯誼二日遊
時 間：2023年2月3日∼4日（星期五∼六）
行 程：
Day 1
08:00 松江路行天宮圖書館門口集合出發
A車打球組－10:30【全國花園鄉村俱樂部】社長盃開球
B車觀光組－09:50~12:00於【華陶窯】進行DIY體驗
→12:30~13:30於【新月梧桐三義店】午餐
→14:20~15:40【飛牛牧場】踏青
16:00 【享沐時光莊園渡假酒店】check in
17:30 社長盃晚宴（於下榻飯店內）
Day 2
飯店早餐、享受飯店休閒時光→10:30飯店check out
→11:00~11:40走訪【好客走廊彩繪】→12:00~14:00於
【卓也小屋藏山館】進行爐邊會談暨午餐→15:20~16:30走
訪【南庄雲水森林】→18:30返抵台北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出席報告（10/6）
社員總數
73

出席人數
31

補出席
3

出席率
72.34%

請假缺席14名
出國2名
免計出席26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上週喜慶社友Terry歡慶結婚週年紀念日

十一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2022年11月9日（星期三）12:00開球
地 點：長庚球場
費 用：NT$3,300 all in
餐 敘：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例賽！

下週節目預告（10/20）
主講人： 李富城 先生
講 題： 四季風情話－輕鬆話台灣天氣
學 歷： 空軍官校氣象正科班
空軍通信電子學校氣象高級班
三軍大學空軍學院
經 歷： 空軍氣象中心 副主任
空軍通信電子學校 大氣物理系 主任
空軍氣象聯隊 副聯隊長
中視、民視、公視、TVBS、年代 氣象主播
邀請人：Eason社友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6）
劉勝登 先生－主講人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數位賦能－企業ESG永續與減碳
主講人：劉勝登 先生
各位天母扶輪社的先進，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到社團演講，不過我之前參加過的演講
場合蠻多元的，學校、工會及非營利組織等。這次是透過
Jake的引薦，因為他和我們董事長是好朋友，所以請我來
談一下ESG。開始之前，我還是簡單做一下自我介紹和公
司介紹。我在精誠擔任幾個部門的主管，從2000年到現
在，還有子公司泰鋒電腦；也曾經擔任關係企業投資的上
櫃公司－晉泰的法人董事代表；去年集團開始要發展綠色
科技，包含了整個ESG的範疇；我也在經濟部擔任了一個
計畫主持人。過去20年，我都在數位產業領域，橫跨了幾
個行業別。
接下來，我很快地談一下精誠，我們大約有4,000名
員工，服務超過3萬家的客戶，去年合併營收約新台幣295
億。過去《天下雜誌》每年的五月都會做國內企業的調
查，精誠在軟體業已經超過10年拿到第一名。
現在大家都在談數位轉型，精誠在這一方面做了些什
麼？像是透過文字和語音提供智能客服，從壽險到航空公
司都有；未來會是個大電商時代，以往是透過人，但人才
難覓，業務層次也不一，無法將完整的產品價值和精神傳
遞給客戶，我們就替奇美架設電商平台來解決上述問題；
我們還能透過AI的圖像辨識來協助廠商進行產品瑕疵檢測，
我都會告訴我的客戶，導入數位轉型和AI其實都是工具和技
術，重點還是企業文化對員工的關懷，導入AI的目的是要放
大員工的產值，而不是降減人力去維持原有的生產量能。
我們也將AI運用在公安環境的圖像檢測上，另外還有跨界的
應用，像是全聯的PXpay等等。
大家最近應該經常聽到ESG，過去兩年包括行銷、包
裝、投資，都要扯到「AI」，去年下半年什麼都要扯上「
元宇宙」，而今年開始什麼都要談「ESG」。ESG其實就
是一個永續的概念，從金融投資的角度來看，我投資一家
公司以後是否可以就此buy & sleep？因為它是一家永續經
營的公司，不會因為經理人、董事長或事業的變革就往下
走。ESG儼然已經成為一家公司的治理框架，共有37個關
鍵議題，要如何去關注這些？我們首先要從企業本身的營
運精神是否吻合ESG看起。
精誠本身是上市公司，針對ESG我們有一些做法可
以跟大家分享。我們沒有工廠，所有營業項目都是靠人力
開發、實施服務，所以企業的核心就是在人，我們從2014
年起就跟學校合作，找尋對程式開發有興趣的年輕學子；
又在2016年提出「少年圖靈計畫」，資助對程式開發有興
趣的少年，因為軟體開發比較能夠及於全球，我們希望或
許能因此找到台灣的祖克柏；我們也在2020年開始舉辦
AI4SG Award，鼓勵科技行善，科技行善也是我們董事長的
經營理念，對價在ESG裡面就是企業如何放大你對社會的
影響力。聯合國有個SDGS，共有17項指標，我們企業對應
了其中第4、第10和第17項。聯合國提出企業應該做些社會

回饋的事情，企業
的存在除了持續獲
利，將股東的權益
最大化之外，可能
對社會也該負起一
些責任，ESG甚至
進一步要求要對環
境是友善的，讓環
境得以永續，這才
是一個全新最佳企
業的詮釋。聯合國提出的17項企業永續目標中，第4項就是
優質的教育，我們內部開發人才很多，也找了許多大學教
授來培養對程式開發有興趣，但沒有錢去上課的少年，也
利用優質教育來縮短第10項社會的不平等，最後是鏈結多
元的夥伴關係，就是找很多小公司利用科技做一些對社會
有益的事情。
以下我想請各位觀賞一小段相關的影片介紹，內容就
是我們所說的少年圖靈計畫。我們精誠談的企業核心就是
在這裡，所以我們會投注更多的心力在人力上，也藉此培
育更多相關的人才。在過去幾年，我們一共累計了535名
10~14歲的少年學員參與「CSC程式種子營」；參與「YTP
少年圖靈計畫」的高中生則超過2,400人次；「SEI菁英養
成實習計畫」也提供了534名大學生實習機會；我們有一個
加速平台「AGP AI+新創加乘器計畫」，大家可能都會想投
資一些新創，我們的做法是直接設立一個平台吸引他們來
參與比賽，他們可能有技術，但不知道該如何將產品市場
化，我們就提供業師、資助他們，協助拓展通路。
剛 才 我 有 提 到 ， 我 們 精 誠 每 年 會 舉 辦 一 個“A I 4 S G
Award”，這是一個鼓勵科技行善的獎項，參與的都是一些
小型公司，今年預計會在11月進行頒獎，今年獲獎的有四
家新創公司，一間是專門求證網路假消息的；一間是利用
瞳孔來控制游標，協助肢障者做一些復建或是意見表達；
另外兩間公司則是分別針對農業和漁業進行數據收集、精
準分析和培育等。以上這四家公司都是利用本身的科技力
回饋社會，我們就是頒發一些獎金鼓勵他們。
在員工參與部份，現在台灣因為少子化問題嚴重，
所以我們也會鼓勵員工生育，提供一些教育基金，我們也
在去年獲得亞洲企業最佳僱主獎。此外，我們也支持大學
的運動，像去年就資助台灣的體操隊前往日本參加東京奧
運，利用圖像和數據分析去協助隊員進行姿勢調整和精準
訓練。
談到ESG，基本上第一個概念就是上市櫃公司，以
前經管會要求必須提出CSR報告，現在則是要有ESG的報
告。ESG和CSR最大的差異在於必須揭露很多非財務性的
資訊，這些資訊是要讓你的產業不會因為污染或違反法規
導致財報出現重大損失，我可以舉一個簡單的例子：英國
的石油公司BP某年在巴拿馬海灣因漏油被處罰了一筆鉅
款，使得當年股東獲利全部賠光了。像我們公司雖然沒有
工廠，但在報告書裡面仍針對用電提出我們每年預計節能

多少%的目標，也取得相關的環境驗證和能源降減的驗證。
我們今年6月第三份ESG報告，最大的成就是在用水上進行
了降減，我們也開始去採購綠電的憑證。
如果在座有製造業者的話，就會知道未來面對接單，
尤其是歐美的品牌商，最大的挑戰就是被要求使用低碳生
產，甚至是零碳生產。從原料是否可以回收、製程中的碳
排放多少都在考慮之列，而台灣又是用電碳排放量很高的
國家，我們用電有70%是火力發電，其中還包含了燒煤，
用電越兇就排放了越多的二氧化碳和溫室氣體給地球，這
些品牌商就會要求對此進行改善，你如果不提計畫，可能
就無法成為供應鏈之一。
ESG著重在談環境E的部份，我們公司就提了一個共綠
共益計畫，希望我們的客戶夥伴可以一起提倡這件事情，
因為最佳企業的重新定義除了持續獲利、股東利益最大化
外，還要成為對環境和社會最好的一個企業。以下我再請
各位觀賞一段影片。ESG不是只在花錢，事實上是帶動一
個全新的綠色產業，我們看見這個需求，然後去投資這項
事業。其實ESG也是一個企業轉型的契機，像高碳排的台
泥就開始布局很多儲能的事業。
台灣是全球人均高碳排的國家，目前用電最大的產業
是半導體，用電量是光電、鋼鐵、化工加起來的總和，這
對我們最大的影響就是未來要出口到歐盟，自2023年要開
始申報碳排量、2026年要開始課稅，今年6月美國參議院又
出了一項新提案CCA，如果通過的話，從2024年開始入美
國的產品一樣要課徵碳關稅。
驅動企業不得不低碳的原因有幾項：第一是從客戶端
要求，像南部有一家專門幫IKEA代工的螺絲廠商，儘管工
廠本身沒有上市櫃，也沒有被經管會要求做什麼ESG，但
是IKEA就要求廠方提供ESG報告，說明未來降減碳排的計
畫，否則就要停止合作。其實不只IKEA，他們也是許多歐
洲車廠的螺絲供應商，那些廠牌也都提出了相同的要求。
第二是未來因應關稅，碳變成有價化，而且未來10年的碳
權價格還會漲10倍。
如果以投資的角度來看，一家公司的ESG的報告如果
做得不好，它就比較有可能暴起暴落，不是那麼穩定。以
鴻海為例，因為過去不重視ESG，所以前幾年的股價都是
比較委屈的，但新的董事長劉揚偉上任後立刻在第一次的
法人說明會上提出一份全新的ESG報告，告訴投資人鴻海
對環境、社會、治理都已經標準化了，是個值得信賴的企
業。
經管會要求所有上市櫃公司在2027年都必須完成碳盤
查，說明企業在整個商業活動過程中排了多少碳，2029年
必須完成查驗。這包含了公司所有轉投資，只要財報中有
認列的都要納入盤查，所以這將是企業比較麻煩的一個課
題。
我們一直提倡以數位方法來進行減碳，眾所周知2025
年台灣將進入超高齡社會，65歲以上人口佔20%，而根據
國發會的報告，2030年台灣的勞動力人口將剩不到1,100
萬，在這僅存的1,088萬勞動人口中，65歲以上的還佔了
7.3%，而剛入社會的新鮮人只佔了4.7%，企業的運營必須
考量如何以數位來協助人力不足的問題，這個問題也不是

在單一產業才會出現。就像現在歐盟的市售產品一樣，我
想未來台灣的市售產品也都會有碳足跡的標注，可由此判
別是否為對環境友善的產品。透過系統化也可以掌握企業
的用電和契約容量。
最後，精誠在台南三井outlet高鐵站旁邊投資了一個工
研院的場地，成立一個RD中心和數位減碳的體驗中心，從
去年11月開幕到現在，已經有很多人前往參觀，未來大家
如果有這樣的需求，也歡迎與我聯繫，謝謝大家！

例會捐款報告（10/6）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 12,846
50%平均分攤 87,383
IOU
11,000
承上期
256,159
承上期
329,563
合 計
343,542
合 計
353,409
總 計：696,951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12,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3,000
61,000
64,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8,000
承上期
204,000
合 計
212,000
△ 祝賀本週喜慶社友暨夫人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Andrew
、Brian、Bruce、Cory、Oliver、S.R.、Taipei George
△ 熱烈歡迎劉勝登博士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ian、
Eason、Oliver、Sam、S.R.、Taipei George
△ 服裝不整：Arch
△ 狂賀秘書長TT迎娶藍寶堅尼小牛入門！超帥的！Brian
△ 賀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人壽董事長，眾望所歸：
Eason
△ 賀三商盃名人賽精彩圓滿：Eason
△ 好久不見，想念大家，祝大家健康快樂：Insurer
△ 狂賀台灣名人賽圓滿成功，獎留台灣：Ken
△ 感謝社友Jake邀請劉勝登先生蒞臨本社演講，精彩可
期：Michael
△ 恭賀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人壽董事長，再創高峰：
Patrick
△ 賀三商名人賽冠軍留在台灣：Sam
※ 獎助金捐款：
△ Right man on the right job, at the right time. 恭喜George
學長重現江湖，這把年紀了，敬佩萬分：Gene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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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1地區22-23"STAR"快樂營
△ Sorry，忘了穿西裝，IOU一張：Andrew（NT$500）
△ 風和日麗，例會好心情：Andy（NT$500）
△ 恭賀36屆台灣名人賽高潮迭起，冠軍留在台灣，締造歷
史佳績，PP George無私奉獻令人敬佩：Tim
（NT$1,000）

時
地

間：2022年10月8日（星期六）起
點：地區總監辦公室＞台北市中正區北平東路30-1號13F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賀PP George重掌三商美邦人壽，人壽再創高峰：Call
（NT$1,000）
△ 由衷感謝諸多社友對我個人新生涯規劃表示關注，謝謝
大家的鼓勵，我會好好努力！George（NT$3,000）
△ 祝福PP George重出江湖，帶領三商美邦邁向巔峰：
Hank（NT$500）
△ 恭賀PP George再榮任三商美邦人壽董事長，老驥伏櫪，
心懷壯志，穩定軍心，再創高峰：Sam（NT$1,000）
△ 恭喜＋敬佩，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董座：S.R.
（NT$500）
△ 恭賀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人壽董事長：Taipei George
（NT$1,000）
△ PP George榮任三商美邦董事長，祝一切順利、大業千
秋：TT（NT$1,000）

社區服務：1919生鮮惜食處理中心冷凍物流車捐贈儀式
由本社主辦之第三分區聯合服務－「1919生鮮惜食處理中心贊助計畫」已於2022年9月29日（星期四）下午14:00假
大倉久和飯店一樓戶外舉行冷凍物流車捐贈儀式，本計畫同時申請今年度地區獎助金獲准在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