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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汪忠平 社友夫人(11.06)Charles 夫人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時間：107年 11月 12日(星期日) 上午 8：00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當天請穿著社長 Gas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 

�原訂 11 月 16 日(星期四)中午之第 2645 次例

會提前與之合併舉行。 

~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當天備有早餐~ 

    
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 
參加柬埔寨 WCS 活動計劃 
訂於⼗⼀⽉⼗四⽇啟程  

今年度世界社區服務於柬埔寨舉行，希望幫助

金邊市和平小學點亮 42 間教室，並提供安全的飲

用水和清潔用水及重建 8 間廁所，為全校師生義

診、義檢，鋪設校園步道，以確保兒童行的安全。 

在 Gas社長及 P.P.Alex國際主委積極邀約，於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二)啟程，預定十一月

十八日(星期六)返國。此次團員有： 

Gas 社長伉儷及千金伉儷、P.D.G.Syo-Tei

伉儷、P.P.Alex 伉儷、P.P.Diamond 伉儷、

P.P.Miller伉儷、P.P.Water夫人、Park祕書、

A Cheng 社友伉儷、Care 社友及公子、

Genial 伉儷、Green 社友夫人、Judge 社

友、Smile社友、Stone社友、Tiger社友、

來賓張慶林先生、黃清雅先生、張錦水先

生，於此謹祝旅途愉快，圓滿成功。 

 
秋季旅遊 

福壽山農場 • 武陵樂活森呼吸二日遊  
時間：106年 12月 23-24日(星期六-日) 

行程： 

第一第一第一第一天天天天  板橋板橋板橋板橋→→→→台中台中台中台中   

宿：武陵富野渡假村入住 

早上 6：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集合 

6：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集合 

【大同˙南山】、【福壽山農場(天池/達觀亭/小瑞士

美景/蘋果王】、【高山音樂會/夜觀星象/武陵富野

SPA水療…】 

早餐：MOS早餐  午餐：梨山賓館 

晚餐：飯店晚宴＋聯誼活動 

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第二天  台中台中台中台中→→→→板橋板橋板橋板橋 

【武陵農場桃山瀑布或場本部巡禮】、 

【果園採蘋果】 

早餐：飯店自助早餐  午餐：福壽山農場 

晚餐：度小月餐廳 

~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敬邀全體社友及夫人踴躍報名參加~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再造福爾摩沙再造福爾摩沙再造福爾摩沙再造福爾摩沙----面對臺面對臺面對臺面對臺

灣變局的策略思考灣變局的策略思考灣變局的策略思考灣變局的策略思考----    

 
台灣亞太發展基金會 康寧祥 董事長 

(一一一一)1895年日清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年日清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年日清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年日清甲午戰爭馬關條約割讓台灣 

�1894年 8月，大清帝國與大日本帝國的甲午戰

爭爆發，大清北洋艦隊覆沒。 

�1895年 3月，伊藤博文與李鴻章代表日清，開

始在日本下關春帆樓談判。 

�1895年 5月 8日，雙方簽訂馬關條約割讓台灣。 

�1895年 5月 25日，「台灣民主國」宣布成立。 

�1895年 6月 6日，民主國總統唐景崧乘德國輪

船由淡水潛逃離台。 

�1895年 10月 19日，民主國大將軍劉永福乘英

國輪船由安平港潛逃離台。 

�1895年 10月 21日，日軍在無抵抗狀態下，進

入台南城「台灣民主國」經過 149天消失了。 

�在台北城的唐景崧總統和在台南城的劉永福將

軍相繼離台後，留下來的數千清軍到處騷擾搶

劫，秩序大亂。最後，在台北城的商家和外國

商人商量後，情商德樟腦商奧利(Ohly)、英茶商

湯 姆 森 (Thomson) 、 新 聞 記 者 禮 密 臣

(Davidson)，前往〈水返腳〉迎接日軍入城。台

南城也委請牧師宋忠堅和巴克禮與日軍見面，

日軍在無抵抗下進入台南城。 

�日本軍兵不血刃進入台灣兩大城―台北、台

南，但一離開台北城往南進軍時，就碰到客家

民兵「義軍」的強力抵抗。 

�臺灣史家吳密察教授如此評述：〈自從日軍渡過

淡水河南下以後，便遭到台灣義軍頑強抵抗，

僅新竹一城即與義軍數度攻防。另外，重要的

戰役尚有三角湧(三峽)、大嵙崁(大溪)、龍潭坡

(龍潭)。在這些戰役中，義軍利用地形，採取

游擊戰術，往往能挫日軍之銳鋒。由於在桃、

竹沿山丘陵地帶屢挫日軍，逼使日軍在此掃蕩

戰場，殺戮甚慘。〉 

�由於台民的抵抗，日軍佔領台灣也付出意料之

外的代價，除戰死者外，病死的士兵由於瘴疫，

傳染病死傷人數超過 3 萬，入台征戰的人員到

結束戰爭時兵力僅剩一半。 

(二二二二)二戰末期美軍的台灣計畫二戰末期美軍的台灣計畫二戰末期美軍的台灣計畫二戰末期美軍的台灣計畫 

(1)以奪取臺灣為目標的「棧橋作戰計畫」 

(Causeway Operation) 

1943年末，美國海軍部著手加強對臺灣的攻

擊準備，作戰計畫代號叫做「棧橋」(Causeway)

也稱為「X島計劃」，並於哥倫比亞大學海軍軍政

學院設立了一個特別研究中心，即「臺灣研究

組」。該研究小組草擬了十數冊民政手冊、作戰地

圖和未經發表的訓練資料，作為棧橋行動的準備。 

臺灣研究組由 50名人員組成，葛超智(George 

Kerr)即臺灣研究組主管及民政手冊主編。此後一

年內，臺灣研究組準備了種種攻擊臺灣之工作計

畫給有關單位，他們密稱臺為「X島嶼」，而海軍

作戰單位並且著手進行軍官訓練計畫，以備能夠

在聯軍占領後，順利接手並控制民生與經濟等各

項行政工作。為有效控制臺灣局面該研究計畫建

議必須與蔣介石取得協議，要求日本投降後由美

國單獨軍政管理臺灣，只讓中國象徵性地參與。 

SFE(Subcommittee for the Far East）遠東小組

委員會認為：儘管各項宣示主張戰後臺灣應歸還

中國，但中國政府軍事能力較弱、不具行政效能、 



 

 

可能引起大規模動亂，所以仍建議由美國軍事占

領臺灣。 

此一措辭毫不客氣的意見在討論過程中獲得

支持，戰後美軍佔領臺灣政策出現重大轉折。最

後，遠東小組委員會(SFE)的研議結論，修改如下： 

1.中國應占領臺灣並成立軍政府，除非情況使中

國無法執行此任務。 

2.若美軍援助中國占領台灣，是為了保護美國人

員與供給，美軍對軍政府並不具責任。 

3.若中國無法占領臺灣，應由參謀首長聯席會議

JCS(Joint Chiefs of Staff)與陸海軍協調委員會

SENCC(State-War-Navy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協議後由美國占領。 

※如果中國無法執行的情況變得明顯，必須由美

國代為占領臺灣、成立軍政府，並持續到在美

國政府同意下，轉移給一個可負責的政權 

(be turned over to a responsible regime)。 

美方十分清楚中國政府的能力局限，故保留了

代為占領、轉移給可負責政府的可能性。 

(2)美中合擬台灣軍事占領計畫美中合擬台灣軍事占領計畫美中合擬台灣軍事占領計畫美中合擬台灣軍事占領計畫：：：： 

�美國杜魯門總統於八月十二日指派麥克阿瑟將

軍為盟軍最高統帥代表受降，並批准一般命令

第一號，其中規定中國(滿洲除外)、台灣、北

緯十六度以北之法屬越南境內之日軍，向蔣委

員長投降。 

�但因中國缺乏可用的海、空軍，且台灣島上還

有 20萬日軍，因此蔣介石於十四日請求美軍總

部協助中國軍隊占領台灣，應蔣介石之請研擬

占領台灣(包括澎湖)計畫大綱。 

(三三三三)1945二戰結束二戰結束二戰結束二戰結束 8月月月月 15日到日到日到日到 10月月月月 25日期間的日期間的日期間的日期間的

71天天天天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天皇透過「玉音放送」

向國際宣布無條件投降，到 1945 年 10 月 25

日蔣介石派陳儀正式在台北「公會堂」接受日

本第十方面軍司令官兼臺灣總督安藤利吉的投

降。 

�在此 71日的時間，一方面日本軍已經戰敗，新

的政府尚未出現，生活在「無政府狀態」下的

台灣人民對台灣的未來有什麼想法？對日本與

中國又是抱持何種感情？ 

�矢內原忠雄，是一位日本經濟學者，又是殖民

政策學者，也是日本東京大學總長(校長)，在

任自 1951年 12月到 1957年 12月。形容台灣

的位置為「站在日本與支那兩團火之間」，當其

中一團火「日本」即將熄滅，另一團火尚未於

臺灣灼燃之際，臺灣本身將會發生什麼樣的變

化？在這政權激烈變動 71 天的台灣社會與台

灣人的動向？ 

(四四四四)中國統治模式附隨蔣介石軍隊入台中國統治模式附隨蔣介石軍隊入台中國統治模式附隨蔣介石軍隊入台中國統治模式附隨蔣介石軍隊入台 

1.特務組織與戰後接收 

2.軍統情報網的佈署  

3.〈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組織大綱〉及〈32 條處

理大綱〉與陳逸松的關係 

4.推諉卸責於政亂  

(五五五五)中共中共中共中共、、、、台灣台灣台灣台灣、、、、日本的關係日本的關係日本的關係日本的關係 

1.中共對台統戰 

2.中共與日本 

(六六六六)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台灣在世界經濟體 25大之內，是世界經濟發展成

功的典範也是亞太繁榮和安定的貢獻者。台灣企

業和產業菁英，都是台灣社會長期培養的國家資

產，在面對國際經濟發展重大變化的新階段，我

們不但要與企業界產業菁英界合作，更要堅持承

諾、支持弱勢者的生存權利。 
 

新竹空軍基地職業參訪暨勞軍活動 
時間：106年 11月 8日(星期三) 

地點：新竹空軍基地 

遊覽車集合時間： 

上午 7：4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7：50 新埔捷運站二號出口馥華飯店 

�當天備有早餐 

~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及夫人踴躍出席參加~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7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Brain,Food,Genial,Golf,Infinity,Land, 

Ortho,Schooling,Tech,Tile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張慶林 主持律師 慶揚法律事務所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29,000 

LAND 第一期 4,250 

LAND 第二期 4,250 

STONE 第二期 6,250 

GLUE 第二期 6,250 

YOUNG 第二期 4,250 

合計  25,250 

累計  454,25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Lawyer 10/27 生日快樂 1,000 

Silk 11/1 生日快樂 1,000 

Jia-Pin 11/1 生日快樂 1,000 

Wealth 10/26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tone 10/29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5,000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瑞芳區瑞濱國小
辦理課後管樂社團計畫 

時間：106 年 11 月 13 日(星期一)上午 10：00 

地點：瑞濱國小(新北市瑞芳區瑞濱路 34 號) 

~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敬邀社友踴躍出席參加~ 

 

 

 

 

 

 

 

 

 

 

 

 

 

 

 

 

 

 

 

 

 

 

 

 

11 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  

上午 10：10 報到 10：40 開球 

地點：桃園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龍潭鄉九龍村 23 鄰 39 號) 

~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歡迎您來打球~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3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2 日 

●主講人：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獎學生北區  

劉瑞林 輔導主委 

●講題：中華扶輪基金會 42 週年成果報告 

●節目介紹人：劉紹榮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4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9 日 

●主講人：台中銀証券研究部  

連乾文 副總經理 

●講題：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 

●節目介紹人：賴宏榮 社友 

●召開 11 月份理事會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5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16 日 

●原訂十一月十六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四

五次例會，為舉辦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聯合登山，變更例會時間於十一月十二日(星

期日)上午 8：00 假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舉

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