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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引巨 社友(55.07.23)Money 
謝明進 社友(63.07.24)Recycle 

張瑞仁 前社⾧(39.07.25)P.P.Bueno 

時間：111 年 7 月 31 日(星期日)  
下午 5：30 註冊 6：00 開會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段 280 號 3 樓) 
第㇐次爐主： 

詹智民 賴正時 林福安 張立昇 洪國恒 黃軒凱 

薛銘鴻 辜久雄 洪學樑 阮良雄 汪俊男 陳嘉彬 
林當隆 張煥章 徐維志 鄭錦玉 陳文彬 王俊凱 

賴宏榮 程萬全 林正豪 周炳宏 

~爐主敬邀全體社友寶眷踴躍出席參加~ 

時間：111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上午 8：30 報到 9：30 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會館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參加人員：Service 社⾧、D.V.S.Michael、 

Mark 祕書、P.P.Wireless、 
Adma、Bus、Design、 
Money、Trust、Jet 

．
 

第㇐天  板橋→澎湖 
宿：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上午 7:30 松山機場集合 B7-8605(08:40-09:30) 
澎南風情遊(風櫃洞、水產種苗繁殖場(職業參
觀)、鎖港漁市場、山水沙灘追浪花)~喜來登酒店 
早餐：美味早餐 午餐：龍門海鮮  
晚餐：飯店星光港灣 BBQ+LIVE 
第二天  澎湖 
宿：澎湖~福朋喜來登酒店 
馬公~跳島風情遊(七美(含島上遊覽車)~浮潛體
驗或海釣(二擇㇐)、桶盤巡航)~返回馬公~Pier3
免稅店~市區逛街趣(採購名產)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七美海鮮餐 
晚餐：⾧進餐廳 
第三天  澎湖→板橋 
下午 2:30 馬公機場集合 B7-9106(14:00-14:50) 
馬公~白猿坑東海風情遊(無人島巡航/玄武岩
地質公園/燕鷗餵食秀/碳烤生蠔無限量…)~白
灣景觀咖啡~馬公機場/松山機場 
早餐：飯店早餐 午餐：紅瓦小棧 

時間：111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 5：00 
地點：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出席人員：Service 社⾧、D.V.S.Michael 

Mark 祕書 



 

 

第 2888 次例會  
( 七 月 十 四 日 ) 

 
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政策協會理事⾧ 

邱文彥 榮譽教授 

㇐、海洋的奧秘 

 

 
墨西哥銀洋的來歷-澎湖姑婆嶼 BOKHARA 沈船 
已發現沈船 

．將軍 1 號 

．廣丙艦 
．英輪 BOKHARA 

．英輪 SOBRAON 

．毛司嶼㇐號(推論為奈良丸) 

調查中疑似目標的 
．綠島 1 號 

．七星岩 1 號 

 

 
二、海洋的貢獻 
生物棲地 

氣候調節 

海洋碳匯三寶：紅樹林、海草床、鹽澤 

漁業與文化 

航運貿易 

海洋觀光遊憩與藍色經濟 

 
三、海洋的憂愁 

人工結構物的「突堤效應」造成海岸侵淤變遷

波浪由某㇐角度到達岸線後，將產生沿岸流。此時 



 

 

沿岸流攜帶漂砂，隨著主要風向、潮汐流動，而在

不同地形與特性的岸區段產生侵淤現象。設若海岸

地區築有海堤或阻斷式結構物，致主要漂砂方向受

阻，則在漂砂方向上游地區將產生淤積現象；而其

下游㇐帶即遭受侵蝕。 

準此，海埔地之圍堤造地工程或海岸地區興建

人工結構物，對於鄰近海岸線之穩定，勢將造成影

響。亦即在主要漂砂方向上游淤積可能埋沒養殖

（如牡蠣）用地；而下游區域必因海埔地填築而發

生海岸侵蝕，海岸線後退，並導致既有設施破壞與

損害。以台灣西海岸主要風向與漂砂方向而言，中

北部地區的海堤㇐般在北側常產生淤積現象，南側

則易發生侵蝕情況。西南部岸因漂砂、風向方向相

反，侵淤情況反是。此外，海岸地形地貌的改變也

可能使原有排水、引水、漁港出入受阻，或合法使

用海域者權益折損，不可不慎。由上所述，人工結

構物的興建，極有可能造成海底地形坡度改變、砂

源阻絕沙洲消失、養殖用地、水鳥棲息地或紅樹林

為淤砂埋沒等後果。 

 

 
 

 

 
四、塑膠微粒大問題 

 

 

 



 

 

第 2888 次例會 
( 七 月 十 四 日 )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7 名 補出席人數：22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dam,Bank,Care,Food,Infinity,James Kao, 
Jimmy,Joe,Money,Nick,Park,Recycle,Vincen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邱文彥  
榮譽教授 

中華民國海洋事務與 
政策協會理事⾧  

本社 

P.D.G.Audio 五工扶輪社 本社 
I.P.P.Benson 板橋東區扶輪社 本社 
潘玉筆 
副總經理 

昇洋建材有限公司 本社 

Maple 社⾧ 板橋扶青社 本社 
Sam 祕書 板橋扶青社 本社 

四、捐款報告 
 

Care  4,250 
Bus  4,250 
Tree  4,250 
Dami  4,250 
Trust  17,500 
Marble  4,250 
Stone  4,250 
Tile  4,250 
Bueno  6,250 
Green  4,250 
Jyi-Lih  4,250 
Sticker  4,250 

  66,250 
  NT$66,250 

㇐般捐款 
Kai  1,000 
Tree  1,500 

  NT$8,000 
㇐般捐款(IOU) 

Trust 

1.7/20   
2. PDG Audio   
3.   
4.  

3,000 

Michael 
PDG Audio

IPP Benson  
1,000 

Bus  1,000 
Infinity 7/14  1,000 

  NT$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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