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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次例會）

十月份高球例賽成績表

月底例會

本週喜慶社友（10/27~11/9）
郭啟南（PP Lease）生日快樂
謝介倫（Jalan社友）生日快樂
褚繼堯（Jake社友）生日快樂
黃三榮（PP S.R.）生日快樂
陳祥霖（Patrick社友）生日快樂
陳志瑤（PP John）生日快樂
王麗凌（Khan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0/28
10/31
11/2
11/4
11/5
11/9
11/8

總桿冠軍：Vance
淨桿冠軍：Vance
淨桿亞軍：Jalan
淨桿季軍：Frank
淨桿殿軍：IF
Lucky 7：Tim
B.B.：Call

跳獎第5名：Venus
跳獎第10名：George
跳獎第15名：John
N/P：Jalan x2、Venus x2
2nd N/P：IF、Vance
3rd N/P：Tim、Vance
友誼獎：John、No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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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上週喜慶社友Andy與Vance一同分享大家的祝福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0/20）
李富城 先生－主講人

上週出席報告（10/20）
社員總數
73

出席人數
26

補出席
5

出席率
67.39%

請假缺席20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7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主 題：扶輪日嘉年華會＋地區九合一聯合服務活動暨第二
次爐邊會談
時 間：2022年11月5日（星期六）10:00~15:00
地 點：圓山花博流行館
流 程：
09:50 社友自行前往第三分區報到處報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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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週四（11/3）中午例會改與週六活動合併，敬請社友留
意此項變更！
※敬請各位社友暨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暖化現況發展
主講人：李富城 先生
社長、各位社友，大家好！
我相信大家已經習慣好幾年都沒有颱風來了，剛才
介紹人提到我跟蔣經國總統報告颱風的故事，記得當時屏
東才剛淹完大水，經國先生聽到中央氣象局預測的雨量之
後，晚上擔心到夜不能寐，當時我任職中校，恰好負責值
勤，我十點多去跟總統報告，表示颱風不會登陸，而且頂
多只有30mm的降雨，不用擔心，但經國先生仍舊一日無
眠。隔天一早五點多，確認了降雨只有20mm，天亮後也
才達到30mm，他才終於放心去休息。這個故事我很少提
起，後來當年只要有颱風來，就有人到處找李中校，而且
非我不可，偏偏那個年代颱風又多，一年就來好幾個，跟
最近這些年的情況截然不同，颱風都不來台灣，不是往日
本跑，就是去韓國，再不然就是去越南或海南島，其原因
稍後我會跟各位說明清楚。
剛才走了一個颱風「尼莎」，為何會給我們帶來這麼
多的雨水？這都是可以預報的，只要你用點心。在這個季
節，從10月到隔年4月份之間形成的颱風，只要經過這個路
徑－宜蘭、台北的陽明山，日雨量至少都會在800mm，這
次颱風帶給陽明山的雨量是1,264mm，算是很大很大的降
雨量。每一個颱風雖然路徑不同，但是可以根據它的路徑
預測會在哪裡降雨，尤其在不同的季節會有不同的數據出
來。另外，每年平均大約會有22個颱風生成，特別在10/8
∼10/15期間，台灣附近一定會有二個颱風生成，或許在南
海或是菲律賓；而今年6月只有一個颱風生成、7月生成了4
個、8月份有7個、9月份又有4個，10月份到目前已經有3個
生成。
請大家看一下尼莎颱風的路徑圖，它經過巴士海峽
時，氣流是往上吹的，此時正好有鋒面下來，颱風是暖空
氣，和鋒面的冷空氣遭遇後，立刻會爬到冷空氣上方，爬
得太快就會有雷雨產生，所以台北才會出現大雷雨。之
前，我也有在Youtube上預報這個颱風，表示這個颱風將會
為北部帶來相當多的雨量，其實各地的雨量我都能計算得
清清楚楚。在颱風上來經過東部沿海時，台灣北部會下多
少雨也都有一定的量。通常一天800mm的雨量就算大量，
澎湖一年的雨量是900mm，但這次北部一天的雨量卻有
1,264mm之多。2000年象神颱風的例子就與這次尼莎颱風
很像。
象神颱風過後，我就和氣象局在打官司，氣象局因此
立了氣象法第21、22條，稱之為「李富城條款」，要求只
要我敢發布颱風預報，無論對錯都要支付100萬元的罰金。
後來立院召開了一個聽證會，把我找了過去，我當堂表示
這個法不合時宜，因為現在的氣象預報，很多國外的氣象
資料都會湧入，包括BBC、CNN還有其他各國的預報都
有，而且大家都會拿來用，你要如何去開罰？又能罰誰？

所以後來就把
第21和22條
拿掉了。其實
現在這些氣象
資料很容易就
能從網路上取
得，甚至你可
以自己拿一個
程式丟到雲端
去，它很快就
能把計算結果
拋回來給你。
過去這一年，我們看到的天氣變化不是大水就是乾
旱，再不然就是森林大火，未來我們要面對的問題不只是
暖化，還有霧霾、冰凍、水資源和乾旱。近年來，極端天
氣事件日益頻發，2022上半年，全球各地相繼傳出暴雨、
洪災、熱浪、野火、乾旱等災害。身處台灣，雖然相較其
他地區更為平安，但仍不時可在氣象預報中，看見「高溫
特報」、「豪雨特報」以及連續2個月的晴朗天氣等警示。
隨著熱浪、暴雨變得司空見慣，你我必須正視，氣候變遷
不是未來，而是現正經歷的氣候威脅。
今年3月，印度北部罕見熱浪，出現近50度高溫。4月
份，南非破紀錄豪雨引發了60年最嚴重土石流。5月份，巴
西在短短一年內4度發生重大洪水事件。6月份，孟加拉及
印度東北遭遇世紀洪災。7月份，西班牙熱浪引發野火，逾
千人罹難，歐洲今年野火肆虐面積近66萬公頃。8月份，美
國加州幾乎年年都遭遇大火，一些豪宅區在祝融洗禮過後
一片狼藉。萊茵河的水深僅剩下3公尺，原有的遊河活動一
律取消，歐洲幾條河流的水位統統下降，只剩下原本的三
分之一。包括長江三峽上游的四川、金沙江也全部缺水乾
旱，就連埋在水下600年的古蹟文物都露出水面。而印度、
巴基斯坦卻在一週內降下了10年的總雨量，面臨空前洪
災，使得當地印度河暴漲，在信德省部分地區形成一個100
公里寬的巨大內陸湖泊。
暖化同樣也對台灣產生影響，乾旱、多雨、暖冬、極
凍外，最嚴重的是對農漁業的影響。2016年時，我曾經預
測台灣北部在1/23時氣溫會下降到2℃左右，氣象局局長還
說我胡說八道，但到了那天，苗栗以北真的都在下雪。我
之所以能夠準確預報，那是因為我很用心，做了很多研究。
大家都知道台灣有五缺：缺水、缺電、缺工、缺土
地、缺人才，其中最嚴重的是缺水。台灣的一年有900萬立
方公尺的降雨，但我們真的能用到的只有200萬立方公尺，
大部分的水都流到河裡去了，以台北市為例，附近有基隆
河、新店溪、大漢溪、景美溪，照理不應該缺水，但那些
水都是不能用的。1964年，在現在的福和橋附近自來水博
物館那裡原本是個游泳的地方，那時自來水抽水站白天不
能抽水，以免影響到泳客。那時水乾淨得不得了，全台從

南到北都是如此，我在大鵬灣當兵時，水清澈見底，連水
底的魚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以前虎尾沿海附近都是防風林，但現在防風林全部不
見了，全部變成3公尺的海堤，把水都擋住了，因為水流
不出去，所以雲林一帶只要下個小雨就會開始淹水，目前
地層下陷已經有3公尺，高鐵雲林段現在的落差也已經有
0.75公尺，不過現在問題開始有了改善，因為大家不養魚
了，改種電，但種電的結果就是造成乾旱。原本的漁塭改
鋪上了太陽能板，太陽能板阻隔了水溫升高，產生不了水
蒸氣，使得午後雷陣雨也因此大減，每年10月到隔年5月
這段時間如果沒有降雨，加上沒有颱風，萬一梅雨又少一
點，台灣就會出現乾旱。太陽能種電雖好，但卻影響了小
氣候。我們將很多林地、農地、水塘變成了太陽能板，加
上密集的建物和水泥地，使得水氣無法爬升出來，其實鋪
設太陽能板最好的位置應該是每一棟建築物的屋頂，而不
是佔用那些原有的綠地和水池。
大家有意識到台灣的空氣品質有多糟糕嗎？以前大家
都說那些霧霾都是從大陸吹過來的，其實台灣夏天吹的是
西南風，髒空氣都會沈積在西半部，北、中、南分別有一
個區塊是空氣品質最糟糕的地方，幾乎看不到藍天，即便
是晴天，看到的太陽顏色也不一樣。冬天吹的是東北風，
日本的空氣品質應該不會比我們差吧？所以台灣的空氣品

丙、高球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4,000
12,500
16,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為什麼颱風現在都不到台灣來？說是反聖嬰造成的。
最近幾年，從2017年開始年年都是反聖嬰，反聖嬰會讓
海水的溫度變低，沒有熱氣上升，使得雲層無法產生，也
不會朝兩極而去，使得高壓的位置不會出現在緯度30度附
近，原本30度附近都是沙漠地帶。颱風是沿著太平洋高壓
的邊緣行進的，但近年因為高壓位置偏移，所以夏天的颱
風直接去了日本、韓國，閃過了台灣。高壓位置偏移產生
的另一個影響就是暖空氣被帶到了極區，將極區原本的冷
空氣給擠出來，稱為「北極震盪」，所以寒流下來會變成
非常冷。
各位知道台灣有兩個第一嗎？其中一個是二氧化碳的
排放量世界第一，1855年時排放量是150個ppm，1955年
時變成318個ppm，而今日已經超過了420個ppm了，所以
我們的氣溫升高了1.2℃。最近俄烏戰爭，有人傳出會丟原
子彈，丟一個原子彈，我們的溫度會降低0.9℃，3年沒有糧
食收成。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就簡單報告到這裡，謝謝大
家！
△ 經過47年的春夏秋冬，了解其中甜酸苦辣的夫婦之道：
Vance

例會捐款報告（10/20）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13,700
承上期
承上期
366,909
合 計
380,609
總 計：724,151

質差能怪人家嗎？我每天早上沿著基隆河騎腳踏車到關
渡，拍攝圓山方向的日出，明明天氣晴朗，無雲也無霧，
但是照片裡的日出卻是霧濛濛的，因為濃度過高的PM2.5，
讓空氣的透明度受到干擾。

343,542

※
△
△
△

高球捐款：
球技日益精進：Andy（NT$1,000）
純歡喜：Defender（NT$1,000）
希望星期一天氣晴；落日邀雙鳥，晴天養片雲：Eric
（NT$1,000）
△ 祝週一AG盃旗開得勝：IF（NT$1,000）

3,500
69,000
72,500

※ 獎助金捐款：
△ 祝賀喜慶社友喜慶快樂、健康：Gene（NT$1,000）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尤其Vance社友看不出結婚47週年
慶：John（NT$1,000）
△ 慶祝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幸福永久：Porcelain
（NT$1,000）
△ 歡迎李富城先生蒞社演講，談四季風情，聊台灣天氣：
S.R.（NT$500）

△ 熱烈歡迎李富城先生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ian、Cory
、Gene、John、K.C.、Ken、Oliver、Porcelain、
Taipei George、Wool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暨夫人生日快樂、結婚週年紀念日快
樂：Arch、Brian、Cory、Lio、Oliver、Patrick、
Taipei George、Terry、Wool
△ 恭賀And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Vance社友、Khan社友結
婚週年快樂，永浴愛河：K.C.
△ 恭賀台灣本年度颱風全閃退，世界奇蹟！Ken
△ 歡迎主講人氣象播報泰斗李富城先生蒞社演講：Lio
△ 熱烈歡迎從小看到大的氣象主播李富城先生蒞社演講，
精彩可期：Terry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為今天喜慶社友Andy、Vance & Khan高興！George
（NT$3,000）
△ 祝賀本週喜慶Andy社友夫人生日快樂，Vance與夫人47
週年紀念日幸福滿滿：Hank（NT$1,000）
△ Andy夫人、Vance喜慶happy：S.R.（NT$500）
△ 秋天是旅遊的好季節，大家快樂出國遊玩吧！
Taipei George（NT$1,0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5,500
承上期
216,000
合 計
221,500

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美哉•福爾摩沙：第26屆台灣文學家牛津獎頒獎典禮翦影
由真理 大 學 台 文 系 主 辦 ，
本社參與協辦之「第26屆台灣
文學家牛津獎暨沙白文學學術研
討會」已於2022年10月22日（
星期六）於真理大學台北校區管
理學院圓滿舉行，當日P Brian
特別與美哉•福爾摩沙主委
Kevin、PP Universal、Patrick
等社友代表本社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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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