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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徐文進 社友夫人(08.10)Tea 夫人 
陳福源 社⻑夫⼈(08.16)Gas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王崇興 社友(70.08.16)Canon 
葉秀雲 女士(結婚三十六週年紀念日) 

 

 
 
 
 
 
 
 
 
 
 
 
 
 
 
 
 
 
 
 
 
 
 

 
 
 
 
 
 
 
 
 

今年度本地區 WCS 活動計畫實施地點於柬

埔寨金邊市和平小學與高棉蘇維埃友誼醫院二

處，為和平小學教室增設照明設備、提供安全的

飲用水、清潔用水與重建廁所衛生設施並為高棉

蘇維埃友誼醫院改善手術房設備，以及捐贈書

包、文具等給和平小學學童，並為他們義診、義

檢。 

本社預定於 106年 11月 14-18日(星期二-六)

組團前往參加。 

11/14(二)上午 9:10搭乘長榮航空 

台北／柬埔寨／吳哥窟／柬式按摩２小

時 

11/15(三)吳哥窟(四大美景)女皇宮／塔普倫寺／

大吳哥城／小吳哥／微笑吳哥雷射秀 

11/16(四)嘟嘟車遊市區／暹粒機場／金邊機場／

金界娛樂城 

11/17(五)金邊皇宮(銀閣寺、金鑾殿、月光樓、拿

破崙三世宮、凱瑪靈宮、波佳尼閣)／法

式中央市場／四臂河遊船+船上享用時

令水果／金界娛樂城 

11/18(六)柬埔寨／台北 

搭乘中午 12:45返回 

※※※※敬邀各位社友敬邀各位社友敬邀各位社友敬邀各位社友、、、、夫人踴躍參加夫人踴躍參加夫人踴躍參加夫人踴躍參加 

板 橋 扶 輪 社 慶 祝 父 親 節 快 樂 

悼 
吳榮欽社友先慈吳林鳳美老夫人慟於 106 年 7

月 28 日壽終內寢，享壽 71 歲，噩秏傳來，全

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陳福源暨全體社友  敬輓 

◎告別式訂於 8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假基

隆市立殯儀館-孝誠廳(基隆市南榮路 509巷 2

號)舉行。 

◎當天備有遊覽車 

上午 10：1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10：2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世界社區世界社區世界社區世界社區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WCS 

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增廣國際情誼 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建立扶輪友誼 

訂於訂於訂於訂於十一月十四啟程十一月十四啟程十一月十四啟程十一月十四啟程 

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地區公共形象研習會    

時間：106年 8月 12日(星期六)  

下午 12：30報到 1：00開會 

地點：基隆市文化中心 

(基隆市信義區信一路 181號) 

參加人員：Gas社長、Park 祕書、 

Max公共形象主委、Green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邱馳翔 社友 光復高中扶少團 貳仟元 



 

 

106.08.03 板橋群英扶輪社蒞臨板橋群英扶輪社蒞臨板橋群英扶輪社蒞臨板橋群英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訪問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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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強震即時警報之應用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 廖哲緯 課長 

強震即時警報，是現今地震防災科技研究上

一個重要的課題，也是地震測報發展之最終目

標。當即時資料處理的工作能透過一些方法或模

式，將處理的時間縮短至地震發生後十數秒、甚

至數秒內時，則可以在破壞性的地震波到達前，

對於某些特定的都會區提前數秒至數十秒提出警

告。強震即時警報可直接於降低地震災害，減少

相關傷亡及財產損失，例如捷運列車或是高速火

車能夠即時減速、維生線或是瓦斯管線能夠自動

關閉、工廠的生產線可以即時停止運轉。雖然短

短的數秒至數十秒時間，可能無法使人員有時間

疏散到安全的區域，但只要透過平常有計劃的演 

 

 

 

 

 

 

 

 

 

 

 

習訓練，仍然可以有效降低人員的傷亡，例如教

室中的學童可以迅速採取安全防護及避難措施，

或是工廠中工作的人員也可以迅速移動至安全的

位置等。 

強震即時警報並非完美，強震即時警報之挑

戰與限制，盲區、時效、誤差、誤報、網外地震。 

目前強震即時警報能做什麼？ 

手機：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 App。 

災防告警系統 PWS。 

-無需安裝任何 App。 

-適用於 104年後上市的智慧型手機。 

-快速、大量、廣播式傳送。 

-地震規模 5.0以上。 

-縣市政府預估震度 4 級以上，臺北市 3 級以上。 

電視媒體地震警訊推播。 

-地震規模 5.0以上。 

-縣市政府預估震度 3 級以上。 

國家防災日校園地震避難演練。 

-設立模擬情境 (地震、海嘯)。 

-由氣象局發布至全國 4,000所高中職、國中小。 

-學校收到警報訊息，啟動防災避難演練。 

開放資訊讓民間多元開發運用。 

防震避難 3 步驟 

1.趴下(Drop) 

2.掩護(Cover) 

3.穩住(Hold On) 

 

 

 

 

 

 



 

 

總監來函照登 
主  旨：敬邀各社參加『國際扶輪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說  明： 
⼀、主辦單位：由國際扶輪 3490、3523、3481 地區聯合主辦。 
⼆、活動名稱：國際扶輪第⼀屆萬⼈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三、活動目的：凝聚地區扶輪社的服務精神，結合社會資源發起正面能量，呼籲社會重視毒

品對個⼈與家庭危害的影響，帶領全⺠⼀起反毒守護家園。希望透過親近陽
光的健康⼾外活動，呼籲社會企業與⺠眾⼀同響應反毒公益路跑，宣導反毒
觀念，幫助青少年更深入認識毒品對身心的各種危害，愛惜自我及家人的健
康，遠離毒品走向陽光，才能擁有更美好的彩色人生。 

四、活動日期：2017 年 10 月 7 日(週六)下午 2:30 
五、報名日期及方式：即日起線上報名 https://goo.gl/jjmp7j (額滿即止) 
六、活動地點：出發起終點/大佳河濱公園 
七、活動形式：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現場設有 Video360 度體驗區、完美彩妝照相區，現

場節目演出，反毒教材展示區，有獎問答遊戲，百萬抽獎活動……等。 
八、報名人數：本地區目標 1200 人 

1.以扶輪家庭日形式《移動例會》帶動家人報名參與，展現扶輪家庭拒毒、反毒的決心。 
2.號召《扶青團》、《扶少團》報名，鼓勵各社資助報名費。 
3.與學校合作，以舉辦「青少年服務活動」名義幫學生報名，反毒挺健康，創造成立新扶

青團、扶少團之良機。 
4.鼓勵社友帶動「公司同事」、「社區家庭」、「社團」、「友人」報名參加，為周遭環境避免

受毒染而努力。邀請參加大型扶輪社會活動，是吸收新社友的最佳途徑。 
2016201620162016----2017201720172017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 RYE OutboundRYE OutboundRYE OutboundRYE Outbound    

學生汪劭昱學生汪劭昱學生汪劭昱學生汪劭昱歸國接機歸國接機歸國接機歸國接機    

    
感謝 Gas 社⻑、PP Diamond、IPP Bank、 

Wireless 社⻑當選⼈、Care、Green、 
Family 社友、Genial、Jet、Jia-Pin 社友、 

Life 社友、Max 社友、Printer、 
Stone 社友及夫人前往接機。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31 次例會 

                          106年 8月 6日 

●歡度父親節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32 次例會 

                         106年 8月 17日 

●主講人：國泰世華銀行財富管理商品部  

胥洪民 副理 

●講題：川普行情下的投資思維 

●節目介紹人：吳榮欽 社友 

●召開 8月份理事會 

●板橋南區扶輪社來訪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7 名    出 席 率：81%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Boss,Canon,Family,Franklin,Food,Infinity, 

Jamie,Land,Money,Ortho,Pipe,Sticker,Tiger, 

Truck,Wine,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Stanley社長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C.P.Ali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P.John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P.Ming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I.P.P.Leo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Lucky 祕書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Peter Chin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Faith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Ben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Ethan社友 板橋群英扶輪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11,750 

FAMILY 第一期 6,250 

GAS 第一期 50,000 

BANKER 第一期 4,250 

ARCHI 第一期 6,250 

BUENO 第一期 4,250 

SMILE 第一期 6,250 

合計  77,250 

累計  189,000 

一般捐款 

Gas 買時間 1,000 

Archi 1.主講老師精彩的演講  2,000 

2.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Victor 

1.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2.感謝 PP Lawyer 編輯 50 週年
特刊的用心 

2,000 

Lucky 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 1,000 

Toruqe 

1.歡迎板橋群英社 Stanley 社
長及 CP Ali 率團來訪  

2.次子在大同大學任教，自 8

月 1日起晉升副教授，特與
大家分享喜悅。 

6,000 

Glue 

1.歡喜生日陽曆與陰曆 19 年
壹次同一天 

2.歡迎板橋群英社 Stanley 社
長與社友來訪 

2,000 

Implant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板橋群英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A Cheng 
歡迎板橋群英社 Stanley 社
長及 CP Ali 率團來訪 

1,000 

Lawyer 
歡迎板橋群英社來訪，看到
同學 Peter Chin 很高興 

1,000 

Terry 謝謝同學PP Leo來公式訪問 1,000 

James 歡迎同學 PP John來訪 1,000 

Jamie 8/3生日快樂 1,000 

Jia-Pin 8/3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hi-Lo 8/3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7,000 

    
8888 月份高爾夫球賽月份高爾夫球賽月份高爾夫球賽月份高爾夫球賽    

時間：106年 8月 15日(星期二)  

上午 10：20報到 10：50開球 

地點：大屯高爾夫球場 

(新北市淡水區商工路 309號) 

※會後於球場餐廳用餐 

~~~~敬邀踴躍出席球敘敬邀踴躍出席球敘敬邀踴躍出席球敘敬邀踴躍出席球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