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長 / 陳柏良Brian 社長當選人 / 賴香光Hank 副社長 / 王國添Tim 秘書長 / 魏道佐TT 社刊主委 / 謝介倫Jal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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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54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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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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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90次例會）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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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紹人：Terry社友

廖正成 先生－主講人
章金元（DGE Michael）－PE Hank來賓
李 瑟（Michelle）－PE Hank來賓，洲美社社友
侯禮仁（PP PH）－至善社社友

第二次爐邊會談活動預告

本週喜慶社友（10/20~10/26）
吳淑珍（And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陳文祥（Vance社友）與鄭文枝女士結婚47週年
紀念日快樂
森本貫也（Khan社友）與王麗凌女士結婚29週年
紀念日快樂

10/23
10/25
10/25

時 間：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10:00~15:00
地 點：圓山花博流行館
主 題：扶輪日嘉年華會暨地區九合一聯合服務活動
流 程：
09:50 社友自行前往分區報到處報到（計補出席）
10:00 聯合例會鳴鐘，社友自由於園區參觀
11:40 於活動主舞台前集合拍攝團體照
12:00 於【海霸王中山店】進行午餐餐敘暨爐邊會談＞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三段59號
輪值主人：Baron、Brian、Bruce T、Casting、Chris、C.I.、
CPA、Dennis、Khan、Lio、Neuro、Peter、
Porcelain、S.R.、Shawn、Steve、Taro、TT
中心議題：「提名委員會的重要性」
※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十一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上週秘書長TT代表全體喜慶社友接受大家的祝福

上週出席報告（10/13）
社員總數
73

出席人數
31

補出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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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7）
出席率
72.34%

月底例會

請假缺席15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6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查緝山老鼠盜伐案例分享－以北橫明池山區為例
主講人：廖正成 先生
各位好，今天很榮幸有機會來到天母扶輪社。我一直
在想我今天的分享和扶輪社友會有什麼相關？剛才看到社
刊上談到企業的ESG，首先講的就是綠色環境永續，政府
當前的政策在公司的部份一直在推環境永續，尤其未來跟
國外的企業或是銀行打交道，對方一定會要求看你在環境
永續部份做了哪些。其次是自明年開始，國民法官法會正
式施行，在座各位未來可能都會是我們的國民法官，參與
法庭審判，保七總隊負責全台灣山林的保護，將來各位如
果擔任國民法官時，也可能會看到類似的案件，這些案件
對山林保護應該定位在何種層次？是國家財產的損失還是
環境永續的破壞？這對未來量刑的輕重及有罪無罪的判定
上都是一個重要的參考，稍後我也會告訴大家我們在查緝
山老鼠時會做到哪些蒐證的工作，因為在法庭上，一切都
要講求證據。
我今天要講的是「查緝山老鼠盜伐案例分享－以北
橫明池山區為例」，因為我四大隊的轄區負責的是花蓮以
北，北橫明池山區剛好就在其中。我之所以選擇它做例
子，是因為當中有一個原始林，當初是規劃馬告國家公園
的預定地，裡面有很多重要的檜木。台灣有很多特有種
的樹木，從低海拔的園藝樹種到中海拔的闊葉木樹種，到
高海拔的針葉木樹種，包括像是紅檜、扁柏、肖楠等貴重
木，部份貴重木其實還記錄了台灣的歷史，讓我們知道原
來台灣的原始林內還有這麼多巨木，這些被一般人見到都
會稱之為「神木」。台灣的巨木即便放在全世界也是難得
一見，所以政府也希望能將原始林代代傳下去，讓以後的
子孫也能看見2、3千年的神木。
早期台灣木材砍伐和生產是一個重要的經濟來源，林
務局還要負責爭取木材出口的外匯；但是在1976年以後，
因為林業政策轉向注重森林保育，而林務局在1992年宣布
全面禁伐、禁採的政策，使得林產物來源受限，貴重木市
價益趨昂貴，盜伐林木有暴利可圖，以致盜伐案件時有所
聞。台灣山林資源豐富，卻得面臨山老鼠盜伐的威脅，根
據2008年林務局第4次全國資源調查結果，台灣地區森林面
積約219萬公頃，其中國有林事業區就佔了160多萬公頃，
全台森林覆蓋率高達60.71%。台灣島一共由五座山脈形
成－海岸山脈、中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阿里山
山脈，且海拔高度差將近4千公尺，形成台灣豐富而多元的
氣候環境與森林生態系，亦造就台灣本島高度的生物多樣
性。
在台灣可以同時見到亞熱帶、溫帶和寒帶的植物，可
說是世界的縮影。我以前在墾丁國家公園擔任過隊長，有
很多像是七里香、九芎等低海拔的植物，七里香在落山風
的吹拂下會出現很多不同的造型，因此也會被盜伐。中海
拔的牛樟木則因號稱比黃金還貴重的牛樟芝而遭難，更別

說高海拔的貴重木
了。如果要問森林
保育重不重要，只
要看過去幾年，東
北季風來襲時就會
夾帶大批來自中國
大陸的黃沙霧霾，
但這幾年卻突然逐
漸消失不見就可以
明白一二。如果大
家現在造訪大陸黃土高原，會發現遍地植樹，他們也在跟
台灣學習，要提高綠覆率。
森林是國土保安生命線，同時森林也是最好的綠色水
庫，台灣經歷過多次風災，水都需要透過森林來涵養。住
在台北市的人都知道陽明山有很多樹，所以住在陽明山的
人享受的是台灣最好的水質，那是透過火山過濾的「藍寶
石泉」。
從齊柏林的《看見台灣》以後，開始喚起國人對國土
保育的重視，尤其今年度行政院長也在全國種樹專案會議
上特別指示要針對國家重要資源加以保存，避免人為盜伐
破壞林木，也要加強查緝盜伐林木，其實這也是政府在推
的ESG。我們保七總隊因此也啟動了「滅鼠專案」來查緝
山老鼠。我們的主要職責在於國土保育、守護環境，也一
直想方設法如何有效遏制山老鼠，尤其是擴大偵破具組織
性、集團性的盜伐集團，以有效維護國土山林資源。
我們分析近20年來，森林盜伐難以遏制有以下幾個因
素：1. 經濟誘因；2. 銷贓管道順暢；3. 盜伐是有組織、分
工的；4. 盜伐者富有山區生活經驗；5. 毒品介入；6. 山區
廣大遼闊；7. 山區道路交通過於發達；8. 木藝品店法律追
訴不易；9. 量刑過輕。
第四大隊的管轄區域面積大約是19萬9千公頃，一座
陽明山國家公園是11,338公頃，我們所管的林地大概有20
個陽明山國家公園這麼大。日治時期台灣有四大林場，其
中一個就是位於宜蘭的太平山林場，開發範圍尚未擴及明
池，當時貴重木只有部份開採，所以現在大家還能看到原
始林區。其實原始林的林相很特別，這些巨木距離都在5
、600公尺甚至1公里以上，大家在森林遊憩區看到密集的
巨木都是人造林才有的景象。
森林幅員遼闊，又都在深山之中，我們要如何查緝
呢？首先，因為山老鼠要把木材運出來就必須仰賴公路，
所以在明池我們就會透過科技偵查，利用AI進行遠端監控，
設置車牌辨識系統，針對可疑車輛進行通報，強化查緝。
我們發現盜伐集團會採取分工模式，分為砍伐組、搬運組
和載運組，因為砍伐組一般會深入山區，所以我們會安排3
∼5日的山林巡察，進入深山找尋盜伐現場，從山林到公路
沿線巡察搬運組可能行經的路線，並在像是宜蘭大同鄉的
明池段、南山段這些盜伐治安熱點進行攔檢盤查。

國家為了保護森林，訂定了森林法，這些山老鼠為
了規避法規，有各種不同的手段，像是化整為零、分時分
段作業、僱用外籍勞工犯案、偽裝遊客或工人犯案、利用
AB車或租賃車等等。在巡察過程中，我們會搜查山區的死
角，山老鼠之所以被稱為老鼠，是因為他們跟老鼠一樣將
巨木的樹瘤一小塊一小塊地啃下來，經常在夜間犯罪，也
沒有固定的路徑。在現場我們會做跡證的保全，看是否遺
留盜伐的工具或是香煙、檳榔、容器等。物證可以透露出
很多訊息，例如透過比對切削工具造成的切痕是否吻合，
以及犯嫌一定的犯行特徵。至於要如何連結現場和嫌犯
呢？犯罪事實必須以證據認定之，通常我們在盜伐現場發
現犯嫌遺留下衣物或所有物、鏈鋸、裁切木粉筆痕、礦泉
水、購物發票等相關證物，就能將犯嫌和現場連結起來，
構成犯嫌的犯罪事實。調查局和林務局也有合作，針對台
灣重要的巨木DNA進行建檔，方便我們查緝時可以比對。
所有盜伐現場都是室外現場，和一般居家竊盜的室內
現場不同，室外現場面積大，容易受到環境污染，需要透
過教學進行現場重建。另外，也可以透過一些類屬特徵，
像是某種木頭僅會出現在固定海拔或特定區域來取得。在
數位鑑識的部份，也可擷取數位社群網路上的犯罪證物：
如facebook、Line等通訊軟體上的買賣紀錄相片等，這也是
未來在法庭上重要的論證。我們也會針對新進員警進行盜
伐被害現場山域巡查及蒐證技巧訓練，指導他們如何在被

例會捐款報告（10/13）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3,500
承上期
承上期
353,409
合 計
366,909
總 計：710,451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12,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343,542

5,000
64,000
69,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4,000
承上期
212,000
合 計
216,000
△ 純歡喜：洲美社DGE Michael（NT$2,000）
△ 熱烈歡迎保7總隊第四大隊廖正成大隊長蒞社演講：
Brian、Cory、Gene、Investor、John、Oliver、Patrick
、Porcelain、Taipei George、Tim、Wool
△ 祝賀本週喜慶TT夫人、P.J.夫人、Jalan夫人生日快樂；
PP K.C.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Brian、Bruce、Cory、
Investor、John、Oliver、Sam、Taipei George、Tim、
Wool
△ 純歡喜：Adam

害現場從清查、確認跡證到掌握犯罪模式等等。其實山老
鼠並非住在山上，他們銷贓的過程都會在平地，而手機就
是最好的定位器，所以我們會透過通信偵查找出他們的經
緯度定位、行經方向和停留時間。
講了這麼多的蒐證工作，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偵破案
子。破案需要方法和時間，我們攔查到山老鼠切下來的樹
瘤後，就會啟動我們有計畫性的偵查，然後經由現場DNA
的採證、行進的軌跡後，就會動員各大隊的支援警力及其
他相關單位進行同步搜索。我們在查緝山老鼠的過程中，
發現他們除了木藝加工業外，還會利用毒品來控制旗下的
成員去竊取貴重木。我們查緝的順序就是一路從盜伐手、
車手、車手頭、收贓加工到藝品店，也從而發現竊取國有
林木的都是有結構性的犯罪組織。按照組織犯罪防治條例
和森林法，檢方對上述案例的具體求刑是20年，最後宜蘭
地院的判決是9年10個月。
我們希望透過媒體傳播，讓民眾知道國土保育的重
要，不要讓千年神木淪為山老鼠的提款機，另外也要提醒
大家要讓盜伐的貴重木無法銷贓才是遏制這項犯罪行為最
好的方法，國土保育和守護環境是我們很重要的工作，台
灣的環境永續需要我們大家一起努力，謝謝大家！

△ 歡迎DGE Michael伉儷蒞社指導：Brian、Cory、
Michael、Oliver、Porcelain、Sam、Tim、Wool
△ 熱烈歡迎23-24總監DGE Michael來訪，倍增光彩：Hank
△ 歡迎好友至善社PP PH蒞社：Henry
△ 熱烈歡迎洲美社CP & DGE Michael及夫人Michelle蒞社
訪問：Investor
△ 感謝社友Sam邀請廖正成先生蒞社主講，精彩可期：
Michael
△ 歡迎好友本週主講人廖正成大隊長蒞社演說，精彩可期
：Sam
※ 獎助金捐款：
△ 歡迎廖大隊長蒞社演講，祝賀喜慶社友！Bruce T
（NT$1,000）
△ 祝賀喜慶社友健康快樂：Gene（NT$1,000）
△ 熱烈歡迎DGE Michael伉儷蒞社指導：John（NT$1,000）
△ 慶祝TT社友夫人、Jalan社友夫人、PP P.J.夫人生日
快樂，壽比南山；PP K.C.結婚52週年，幸福永久：
Porcelain（NT$1,000）
△ 熱烈歡迎DGE Michael伉儷蒞社指導，同為玻璃圈，小
弟TT久仰大名，多多指教！TT（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主講人廖正成先生蒞社主講，精彩可期！George
（NT$3,000）
△ 歡迎章金元DGE Michael蒞社指導：Taipei George
（NT$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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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時
地
出

間：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14:10
點：台北大倉久和大飯店•3F久和廳
席：陳柏良 賴香光 王國添 魏道佐 張丁山 鄭藝懷
陳志瑤 彭民雄 楊文宗 曹敦堯
請假缺席：林寶德 王冠敦 陳益盛
列
席：陳敦弘 黃三榮
主
席：陳柏良
記錄：陳穆君
甲、確認上次會議記錄
乙、通過本次會議議程
丙、報告事項：
1. 美哉•福爾摩沙委員會參與贊助真理大學台文系主
辦之「第26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頒獎典禮暨沙白文
學學術研討會」將於2022年10月22日（週六）假
真理大學舉行。
2. 第二次爐邊會談活動訂於2022年11月5日（週六）
假花博圓山公園舉行，主題為扶輪日嘉年華。
3. 今年度本國大學生獎助金暨外籍來台留學生獎助
金上學期頒獎典禮分別訂於2022年11月17日（週
四）及11月24日（週四）中午例會上舉行。。
4. 本社今年度以「1919生鮮惜食處理中心捐贈計畫」
為案由申請地區獎助金計畫已經核准通過，案號為
DG#2339989-6。
5. 台北北區社有意與本社進行高球聯誼，經兩社高球
主委商議後決定配合本社例賽時間，訂於2022年

12月14日（週三）假長庚球場舉行，賽後改於壹品
宴餐敘。
丁、提案及決議：
1. 第四十一屆（2022.7.1~2022.9.30）財務報表，提請
審核案。
決議：通過。
2. 台北至善社今年度擬以「柬埔寨偏鄉教育計畫」為案
由申請全球獎助金，希望本社參與協辦贊助，提請討
論案。
決議：通過，並徵詢今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是否同意將
捐款指定給本案使用。
3. 第二次爐邊會談中心議題，提請討論案。
決議：議題訂為「提名委員會的重要性」。
4. 賴聰穎（Smart）社友擬請長假三個月，自2022年10
月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5. 社友出國請假，提請通過案：Bruce 10/24~29；
Hank 11/17~24；Henry 10/16~11/2；John 10/23~27
決議：通過。
戊、臨時動議：
1. 施祥德（Joe）社友擬請長假三個月，自2022年10月
1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止，提請討論案。
決議：通過。

Brian社長盃＋苗栗聯誼二日遊暨第三次爐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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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飯店需要提前確定，
還請儘早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