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 

父親節快樂!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3 日   第 1260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出國，由副社長 P.P.Smile

代理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翔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賀立維先生、順正鋼製家俱有限公司林順正

先生蒞臨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Herbert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 P.P.Tea 報告： 

(4) 例會結束後召開七月份臨時理事會

議，敬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5) 七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六時，PP 

STOCK、LOBO 永雄機構新建案「世界

之藝」公開落成酒會，敬邀全體社友

伉儷撥冗出席。 

(6)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謹訂於七月二

十五日(星期一)上午十時假府中捷 

第廿五卷 第五期 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三十一日出版 2011/Jul/31 Vol.25 No.5



運站 2 號出口永豐銀行前舉行，敬請

社友寶眷踴躍前往參與。 

(7) 九月二十四日-九月二十五日「秋季旅

遊高雄金典二日遊」，尚未報名之社

友請盡速報名以免向隅。 

(8) 本年度社員通訊錄、電話卡即將編

印，社友若有資料 OR 大頭照欲更新

者，請告知余 s。 

(9)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考上高中、

專科、大學、研究所者，請告知余 s，

社內將在 8/28 慶祝中秋節晚會假永

饌樓餐廳舉行時頒發獎學金、紀念品。 
 社友Archi介紹主講者： 

姓名：賀立維先生 

學歷：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核子工程博士 

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博士後研究 

曾任：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所副研究 

員、國立清華大學、國立交大學、中

央大學兼任副教授、美國加州富立頓

大學訪問教授、美國波音飛機公司研

究員、中華檔案資訊管理學會理事長 

現任：翔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政府不會告訴您的核能真相 

 

 

 

 

 

 

 

 

 

 

 

 

翔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賀立維先生 

由日本地震認識核能災變 

災變發生時媒體以驚悚的標題，誇張的內容作威

力全開的報導，災變過了幾個月，媒體冷了，永

遠有新的事件蓋過了舊的事件，這並不代表災難

已過，有的影響尚未發生，這是個專家說不清、

政府不想說、名嘴無所不說、媒體又亂說的時代 

神經小條的民眾，每當新的災難來臨時，就得再

唱一遍杜蘭多的「公主徹夜未眠」。 

核能與人類的宿命 

核能可以為人類服務，也可以毀滅人類 

美國以二顆原子彈結束二戰 

世界有四百多座核電廠，供應全球 15%的電力 

台灣三座核電廠供應 20%的電力  

台灣核電廠密度世界第一  

全蓋在斷層帶上  

全列入世界最危險的十四座核電廠名單內 

美國 20%，法國 80%靠核電 

世界上還有一萬多顆核彈 

這些核彈可以使人類毀滅無數次 

什麼是原子能 

原子能是從原子核釋放的能量 

偉大的愛因斯坦公式 

E = mc2 (E：能量，m：質量，c：光速) 

輻射線術語 

西弗 、毫西弗 、微西弗 (Sievert) ： 

- 照一次胸部 X光的劑量為 60 微西弗  

- 我國輻射標準為  

劑量達到 0.2 微西弗/時: 發警報  

達 2微西弗/時： 停課  

達 20 微西弗/時:：停班  

- 貝特 (BRET, Background radiation 

equivalent time ) 

背景輻射當量  

- 台灣年平均天然輻射約為 1-2 毫西弗。  

- 是貝特不是特背  

生活中無形的殺手~電磁與核輻射 

核分裂時產生的同位素半衰期~會與您常相左右 

永垂不朽的放射性核種 

放射性同位素  半衰期 
放射性活度  

(居禮-公克) 

鉬 99   66.7 小時 474,000 

碘 131   8 天 123,500 

氪 85   11 年 392 

鍶 90   28 年 141 

銫 137 30 年 86.4 

鏋 243   7370 年 0.2 

鈽 239  24400 年 0.0613 

鈾 235  7 億年 0.00000241 

鈾 238   45 億年 0.000000334 

1 居里（Ci）＝3.7x1010 貝克（Bq） 

1 貝克 Becquerel :若每秒有一個原子衰變，其

放射性活度即為 1貝克 

原子爐有幾種  

實驗用 

發電用：輕水式、重水式、石墨式、 快孳生式 



動力用 

核武用 

什麼是使用過燃料儲存池 

使用過燃料，核電廠的另一項危機，將留給比我

們聰明的子孫來解決的問題。 

我國核能史 

從台電的核一廠至核三廠由 1970 年代開始興

建，至 1980 年完成，平均每廠花 7-8 年建造完

成 

當初政府宣佈總共要蓋到核六廠 

核四廠由 1982 年開始動土，行行復行行，歷

經二十餘年還在蓋，隨著政黨輪替而起伏  

核能先進國家均已計畫提前將現有核電廠除

役，我們卻計畫新的核電廠上場  

發生核能災變該如何自救 

國際 SOS 核電輻射自我防護建議書 

Evacuation 疏散與撤離  

Sheltering 避難與遮蔽  

Decontamination 除污處理  

Use of stable iodine prophylaxis 必要時

使用預防性碘劑  

Food control 食品控管  

Face/surgical masks 一般/外科口罩  

核災對百姓與生態的影響 

蘇聯(烏克蘭)車諾比爾為例 

1986 年 4月 26日意外發生後，31人立即死亡。

爾後受輻射的死亡人數約 75,000 人- 28 萬人。  

烏克蘭、白俄羅斯、蘇俄地區，至少有九百萬

人受到輻射線影響，至今尚有數百萬人生活於污

染區內。  

受污染區域面積相當於英國和北愛爾蘭的面

積總和。  

白俄羅斯兒童淋巴癌上升 28.5%。  

在撤離區十三萬多人中的孕婦，血液中染色體

異常(雙中節染色體) 高於正常九倍。  

在車諾比爾撤離居民的小孩中，有四分之一小

孩甲狀腺功能低下，甲狀腺癌及血癌發生的情形

已超過正常。  

當地橡樹的葉子大得驚人；番茄形狀怪異；

兔、鼠、狼、熊等動物畸型頻現。  

 副社長 P.P.Smile 代表本社致贈賀博士小社

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Life、糾察 Stainless，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 

 副社長 P.P.Smile 鳴鐘閉會。 

 

七月份臨時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7 月 2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李榮鏗 

四、記錄：吳振斌 

五、出席：江基清、洪敏捷、張富逸、劉炳宏、 

          陳嘉偉、謝堂誠、李榮鏗、林金結、 

劉炳華、邱仁賢、吳振斌、林同義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舊社友「順正鋼製傢俱有限公司負責人 

林順正先生」申請重新恢復社籍。請討 

論。 

決  議：中華民國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起恢復 

社籍。 

乙、 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長不克出席例會、活動時，代理人為 

何。請討論。 

決  議：(1)副社長、(2)顧問主委(I.P.P.)、 

(3)社長當選人、(4)秘書。 

社區服務&公共關係-捐血活動 

時間：7月 25 日(星期一)10:00 
地點：府中捷運站 2號出口永豐銀行前 

有感台北捐血中心可用血液庫存量不足，因此

本社與新北市糕餅公會、板橋北區社、板橋西

區社、板橋中區社，共同舉辦『捐熱血送月餅』

活動，除了呼籲民眾發揮愛心外，更提早祝福

社區民眾，中秋佳節愉快! 

活動最後共獲得 117 位民眾熱烈響應捐輸鮮

血! 

 

 

 

 

 

 

 

 

 

 

 

社友合影留念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第一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 OO 年七月十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時 

二、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新北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 樓） 

三、出席： 

 

 

 

四、列席：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林同仁 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徐沛晴 

          第四分區助理總監：李昇穎 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詹弘剛 

          第七分區助理總監：廖晉寬 第七分區地區副秘書： 

五、主席：板橋中區社社長：Rose  樹林社社長：Nicca  土城社社長：Press 

  紀錄：板橋中區社秘書：ViVi  樹林社秘書：Steel     土城社秘書：Dentist 

  司儀：板橋中區社秘書：ViVi  樹林社秘書：Steel     土城社秘書：Dentist 

六、會議開始：請樹林社社長：Nicca 宣佈開會 

七、主席致詞： 

    <一>主辦社樹林社社長 Nicca 致詞： 

共同主辦社土城社 Press 社長、板中社 Rose 社長、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James、第四分區助

理總監 Sign、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Test、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Kelly、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Giant 以及各社社長、秘書大家好，今天是今年度第一次的社秘會，很高興二、四、七分

區能共同聯誼，不但陣容越來越龐大也越來越堅強，今天要討論的議題不少，希望大家都

能提出寶貴意見，共同討論達成共識，以利往後的配合，最後祝會議圓滿成功，謝謝！ 

    <二>主辦社土城社社長 Press 致詞： 

二位共同主辦社 Nicca 社長、Rose 社長、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二、四分區地區

副秘書以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週末假期感謝各位同學在百忙中撥冗參加第一次的社

秘會，有好的開始往後就能順利推展各項服務，希望大家踴躍提出好的意見，祝各位平安、

健康、如意，謝謝大家！ 

    <三>主辦社板橋中區社社長 Rose 致詞： 

二位共同主席、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第二、四分區地區副秘書、還有在座各位同

所屬社 社長 秘書 

板 橋 社 李明川 陳福源 

板 橋 北 區 社 陳火昇 楊文賓 

板 橋 東 區 社 黃文龍   

板 橋 南 區 社 林繼鐘 陳清祥 

板 橋 西 區 社 林賢宗 朱李彬 

板 橋 中 區 社 邱梅桂 吳育玲 

新 北 市 社   

板 橋 群 英 社 陳明理 蔡志誠 

樹 林 社 謝銘庚 宋克強 

鶯 歌 社 許元和 黃天儀 

樹 林 芳 園 社 林珠美 辜淳秦 

大 漢 溪 社 劉岳平 洪字紘 

福  利   旺   社 李淑瓊 陳  員 

土 城 社 林清河 曲國棟 

土 城 中 央 社 楊大中 張茂蓮 

三 峽 社 呂建誠 竇憲宗 

土 城 山 櫻 社 王素珍 周秋雲 



學大家早安，非常高興今年度能與大家一起打拼共同合作，今後我將把總監交辦事項及與

各社合辦的活動盡力完成，祝各社社務皆能順利圓滿，並祝大家身體健康、萬事如意,謝謝

大家！ 

八、總監團隊致詞： 

<一>第二分區助理總監 A.G James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領導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安，很高興參與第一次的社秘

會，社秘會的性質就是對今年度的各項活動透過這個平台事先提出討論，希望活動的成果

能更圓滿成功；助理總監的角色只是總監與各社溝通的橋梁，我們將盡力協助各社完成各

項活動。最後祝各社社運昌隆,謝謝大家! 

<四>第四分區助理總監 A.G Sign 致詞： 

三位共同主辦社社長、Maintable 扶輪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安，新團隊上任今

天是第 17 天，相信大家已經慢慢體會到當社長與當社友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該學習的地

方很多，讓我們共同學習將未來一年的社務順利推動，祝各位身體健康、工作順利。 

<五>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三位助理總監、二位副秘書及各位社長、秘書大家好，今天將討論今年度

二、四、七分區共同主辦的各項活動，活動要有好的成果一定先要有好的計畫，希望今天

大家踴躍提出寶貴意見，討論出好的工作方針，相信今年度我們也會有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六>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Kelly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扶輪導領人、各位社長、秘書大家早安大家好，團隊第一次於

此共同商討，希望大家放鬆心情踴躍提出意見，共同討論共同完成各項任務，祝會議圓滿

成功！ 

    <七>第四分區地區副秘書 D.V.S Giant 致詞： 

三位共同主席、Maintable 扶輪導領人、各社社長、秘書大家好，很榮幸擔任今年地區副

秘書職務，要學習的地方還很多，希望各位不吝指教；其實大家在年度開始前就已經提前

運作，相信各位社長對自己的工作方針都胸有成竹，在此，祝福各社社運昌隆，各位身體

健康、工作順利，謝謝！  

九、討論事項： 

  案由一：第二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 100 年 9 月 18 日【星期日】下午 14：00，假六 

           社聯合社館（新北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 6 巷 8 號 1 1 樓）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輪由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樹林芳園社主辦。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11~12 年度世界清潔日辦理方式及清掃日期、地點，提請討論案。 

  說   明：由第二、四、七分區助理總監社承辦，謹訂於 100 年 9 月 17 日【星期六】上午 9：00， 

請討論舉辦地點。 

  決  議：經決議地點擇訂於三峽祖師廟。 

  案由三：11~12 年度法治教育研習會是否續辦，提請討論案。 

  決  議：每社提撥經費 1萬元配合辦理。舉辦細節請二、四、七分區地區副秘書詳細了解後再 

         通知各社。 

  案由四：11~12 年度新北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一次高爾夫球聯誼賽，日期、地點        

          提請討論案。 

  說   明：爰往例輪由第二分區助理總監社板橋西區扶輪社主辦，謹訂於 100 年 9 月 19 日 

          【星期一】，假桃園鴻禧高爾夫球場（桃園縣大溪鎮永福里日新路 168 號）舉辦，提 

          請討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案由五：11~12 年度新北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舉辦日期、地點提請 

          討論案。 

  說  明：謹訂於 10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爰往例輪由新北市社、土城社主辦，是否改為 



          第二、四、七分區各 1社主辦（新北市社、樹林社、土城社），提請討論。 

  決  議：經決議主辦社由第二、四、七分區各 1社主辦，今年由新北市社、樹林社、土城社主  

          辦。時間：100 年 11 月 26 日【星期六】地點：大板根森林遊樂區。 

  案由六：11~12 年度新北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活動，舉辦日期、地點提請 

          討論案。 

  說   明：爰往例輪由板橋南區社、樹林社、土城社主辦，謹訂於 10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六】 

          請討論舉辦地點。 

  決   議：照案通過，地點：新北市農會 

 案由七：擬邀請二、四、七分區共同舉辦大型新世代服務－童子軍露營活動，是否配合舉辦提 

         請討論案。（提案人：樹林社） 

  說   明：如附件。 

  決  議：預估經費每社 2萬元，請各社回社裡提理事會討論，於下次社秘會提出討論是否配合 

          舉辦。 

十、臨時動議： 

  第一案：提案人：第七分區助理總監 AG Test  

  案  由：10-11 年度本地區的新社友增加人數眾多，如何留住新社友，讓新社友瞭解扶輪，以避 

免新社友流失，擬提議二、四、七分區共同舉辦「新社友扶輪知識研習會」提請討論案。 

  決  議：經討論各社都有自行辦理輔導新社友活動，對於共同舉辦「新社友扶輪知識研習 

            會」要如何做、何時做及經費問題，請各社社長回去仔細思考後於下次社秘會提出 

            討論。 

  第二案：提案人：土城中央社 Valve 社長 

  案  由：請各社對授證及交接的用餐座位安排提請討論案。 

  說  明：各社在授證或交接時，對 Maintable 的扶輪導領人用餐時都有安排貴賓桌，但對助理總 

監、地區副秘書都沒有特別安排用餐的座位，常導致會議結束用餐時沒有座位的窘況， 

是否請各社往後授證或交接時能安排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的用餐座位。 

  決  議：照案通過 

十一、散會：會議於中午十一時五十分圓滿結束。 

社友 Sunny 熱情邀約~10/16(星期日)三峽天南寺一日禪活動 

時間 課程單元 
09:30-10:00 報到 09:50 搖鈴 
10:00-10:20 法師開場 

天南寺簡介影片 
環境、動線與訊號介紹 

10:20-11:00 禪修基本觀念 
1.現代人為何需要禪修 
2.禪修基礎引導 

11:00-11:20 喝水洗手 
11:20-12:00 引導放鬆&體驗呼吸 
125:00-13:20 午齋休息 13:10 預備鈴 
13:20-13:40 大休息 
13:40-14:30 禪修步道經行 

直觀平台體驗 
14:30-14:50 喝水洗手 
14:50-15:30 禪坐+按摩引導 
15:30-15:45 師父影片-老鼓手回顧集 
15:45-16:00 喝水洗手 
16:00-16:30 大堂分享+法師結語 

【備註】：課程費用皆由 Sunny 社友支付，因此有興趣之社友請儘早登記哦! 



國際青少年交換(YEP)接待講習會 

時    間：8月 6日(星期六)10:00 報到;10:30 開會;17:30 閉會 

地    點：國立宜蘭大學行政大樓萬斌廳(宜蘭縣宜蘭市神農路一段 1號) 

出席人員：接待社社長 Wood、社長當選人 Land、YEP 委員會主委 Just、顧問 AL、接待家庭協 

調人 Masa、派遣協調人 Handsome、接待協調人 Stock、接待家庭父母至少一位。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會水上安全工作大隊救難器材暨表揚優秀志工 
時間：8月 7日(星期日)09:00 

地點：三峽大阪根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兒少年權益大型宣導活動 
藉由大型舞蹈表演，教育社會大眾重視「毒品」、「兒少性交易」對社會所造成的不良影響。 

時    間：8月 7日(星期日)14:30 

地    點：台北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主辦單位：松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社 
 

8/13 地區總監 蕭慶淋 Andy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Wood、秘書 Tea、社長當選人 Land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Hero、Smile、Tony、Eric、Land 

會計 Jason、職業主委 Dental、社區主委 Sunny、國際主委 Stock、新世代主委 Trading 

12:30 餐敍 

13:00 鳴鐘開會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贈之領帶出席例會。 

 

3480、3490、3500、3520 歡迎 

RI 社長當選人田中作次伉儷 

蒞台晚宴 

時    間：8月 19 日(星期五) 

17:30 註冊聯誼 

18:20 扶輪歌唱 

18:30 鳴鐘開會 

地    點：台北晶華酒店三樓 

參加人員：謝堂誠 

 

國際青少年交換委員會(YEP) 

Inboud 學生歡迎會 

時    間：9月 4日(星期日) 

09:00 報到聯誼 

10:00 開會 

16:40 閉會 

參加人員：Inboud 交換學生 

接待家庭 Masa、Stock、邱顯忠 

YEP 顧問 AL 

 



本週節目 

七月三十日 

第 1261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七月三十一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舉行

例會。 

 

下週節目 

八月六日 

第 1262 次例會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節目介紹人： 

 主  講  者：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 

教授兼主任 陳文山先生 

 講      題：台灣的斷層與地震-大台北都 

會區的地質環境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07.30) 

 劉孟賜社友(07.3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08.03)40 年 

 王信興社友(08.03)33 年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

爐邊會議 
時間：7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 

爐主：黃文龍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7月23日   第126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Bank、Bright、Decor、 

Dental、Duval、Frank、Jason、Jerry、 

Jeremy、Just、Kevin、Master、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07月23日     第126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36,100

AL 1,000 Masa 1,000

Archi 1,000 Picass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5,000

ENT 1,000 Smile 2,000

Herbert 2,000 Stainless 1,000

James 1,000 Stock 2,000

Land 1,000 Tea 1,000

Lawyer 1,000 Tom 1,000

小計：     $23,000 總計：      $159,1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33,600

Archi 5,200 Roberta 5,200

Fuku 5,200 Sunny 7,700

George 5,200 Tom 5,200

Otoko 5,200  

小計：       $38,900 總計：      $172,500

 
 
       親愛的社友，唯有出席例會 

 

才能增進彼此友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