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地區總監 蕭慶淋 Andy 蒞臨公式訪問 

11:00-11:3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12:20 總監會晤—社長、秘書、五大委員會主委、會計、職業主委、社區主委、國際主委、 

新世代主委 

12:30-13:00 餐敘 

13:00-14:00 (1)社長鳴鐘開會………………………………………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2)介紹貴賓…………………………………………… 聯誼 吳得利 Polo 

 祝賀生日、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 

 (3)秘書報告…………………………………………… 秘書 吳振斌 P.P.Tea 

 (4)糾察活動…………………………………………… 糾察 林金結 Stainless 

 (5)介紹總監…………………………………………… 助理總監 林同仁 A.G.James 

 (6)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地區總監 蕭慶淋 D.G.Andy 

 (7)頒發證書及聘書…………………………………… 地區總監 蕭慶淋 D.G.Andy 

 (8)致贈紀念品…………………………………………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9)出席報告…………………………………………… 出席 許國騰 Life 

 (10)紅箱報告………………………………………… 糾察 林金結 Stainless 

 (11)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社長 黃文龍 P.P.W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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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06 日   第 1262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教授陳文山

先生、新北市家扶中心督導黃詩文小姐、社

工員邱玟菱小姐、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團團

長林佳吟小姐、團務顏伊聯先生、社區丁紹

玲小姐、出席鄭翔隆先生、顧問紀承堯、團

員孫孝儒先生、來賓謝準提先生、來賓陳冠

廷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Toms 社友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Power、社友 Kevin 結婚週年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由團長林佳吟小姐

暨全體團員一起歡唱「感謝你的愛」並準備

蛋糕、巧克力致贈 Uncle，祝福各位 Uncle 父

親節快樂!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捐贈儀

式。由社長 P.P.Wood、社區主委 Sunny 代表

本社捐贈新台幣十四萬四仟元予家扶中心認

養十二位貧困孩童。並由新北市家扶中心督

導黃詩文小姐，代表家扶中心回贈本社感謝

旗。 

 

 

 

 

 

 

 

 

 

 

 

 秘書 P.P.Tea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八月份理事會議，敬

請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救生器

材、表揚志工」，謹訂於八月七日(星

期日)上午九時假三峽大阪根舉行。 

(3) 「社區服務-兒少權益宣導活動」，謹

訂於八月七日(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

分假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舉

行。 

(4)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暨頒發金榜題名」，謹訂於八月二十

八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

永饌樓餐廳舉行  

(5) 八月十三日(星期六)例會為地區總監

ANDY 公式訪問，屆時敬請全體社友務

必撥冗出席例會並穿著西裝、搭配

ANDY 總監致贈之領帶出席。 

(6) 八月二十日(星期六)之例會，為舉辦

「板橋社與及所輔導社聯合例會」故

經理事會決議延至八月二十一日(星

期日)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舉行例會。敬請全體社友務必

穿著西裝撥冗出席例會。 

 社友 Bright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文山先生 

現任：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研究所教授 

曾任：台灣大學地質系科學系研究所主任 

專長：地質學、沉積學、區域地質、生痕化 

      石學、沈積岩岩象、大地構造、地球 

科學 

台灣的斷層與地震-大台北都會

區的地質環境 
 

 

 

 

 

 

 

 

 

 

 

台灣大學地質科學系研究所教授 陳文山先生 

台灣北部大地構造 

臺灣位處環太平洋島弧構造帶上，由於板塊運動

與大地構造的變遷，乃形成了北部、東部和西部

三大火山岩區，並於地質地貌上形成多元化與分

歧獨特的發展。 

經由超輕型載具空中攝影圖像顯示臺灣北部火

山與熔岩地貌保持得相當完整。就火山地形分類

與火山口地貌而言，由於岩漿化學成分的差異、

黏滯性與揮發成分之多寡，在西部火山區有澎湖

玄武岩的低平盾狀火山、東部和北部火山區安山



岩的錐形火山和熔岩與火山碎屑交替組合的複

合式等火山型式。本研究顯示臺灣北部大陸邊緣

隱沒帶火山區，岩性屬中酸性黏度較高的安山

岩，多錐狀或鐘形火山（磺嘴山、紗帽山、大尖

後山、彭佳嶼），或因火山熔岩經過大量噴發後，

引起地下岩漿庫的匱空，在上覆岩石的重壓之

下，崩坍陷落而成陷落破火山口（觀音山），以

及爆裂的火山口（彭佳嶼）和其後續所沿生的後

火山活動期之噴氣孔與硫氣孔（大磺嘴、大油

坑、小油坑、八煙、死磺子坪、焿仔坪）。 

大屯火山區後火山期活動之噴氣現象尚十分興

盛，高的地熱值似乎意謂著仍有殘餘潛存於地下

的岩漿庫，但根據四百年來的歷史文獻記載、採

礦紀錄與近三十多年的觀察，無論就總體或各個

火山而言，噴硫氣現象並無增強之趨勢。就連擁

有硫黃噴氣錐或噴氣孔之焿仔坪、大油坑、小油

坑已見逐漸萎縮，且部分地區如馬槽、七股、下

七股、陽明山中山樓、後山、磺溪嶺與冷水坑等

之後火山期噴硫氣之現象，已逐漸衰微甚至有熄

滅的趨勢。大屯火山區「高地熱」、「噴硫氣」與

「噴蒸氣」僅代表後火山期的火山活動現象，是

否能作為大臺北地區火山可能再活躍或再噴發

之徵兆，目前尚難斷言，需多加研究與探討。 

台北盆地 

台北市位於台北盆地內，地震波在盆地內四竄，

地震能量無法消散，「盆地效應」因而造成台北

盆地更大的搖晃與建築物的損傷。 

一九○九年時曾有一個強度約在七級以上的地

震發生在板橋一帶，曾對台北盆地造成極大的傷

害。而台灣地震有七成五比例是發生在花東到宜

蘭的東部一帶，台北市距離東部並不遠，對地震

本應特別提防。 

大屯火山 

因為地球有板塊的運動，所以才有了火山的產

生。火山形成的原因有兩種：一、板塊隱沒作用，

二、板塊張裂作用。 

菲律賓海板塊約在200萬年前隱沒到台灣北部的

歐亞大陸板塊之下，部分學著認為隱沒時就已開

始形成大屯火山。之後，約在 100 萬年前隱沒作

用停止，台灣北部開始轉變為張裂的構造環境，

形成了一系列的正斷層，地殼裂開地表也產生了

張烈的盆地，台北盆地、金山平原與蘭陽平原就

是在這種環境下形成的盆地。此時岩漿沿著裂隙

湧出地表開始形成火山，一直持續到十數萬年前

大屯火山才停止噴發。 

台灣活動斷層 

過去百年來台灣島就發生數次大地震並造成地

表的破裂，計有 1906 年嘉義大地震（梅山斷

層）、1935 年中部大地震（屯子腳斷層、獅潭

斷層與神卓山斷層），1946 年新化地震（新化

斷層），1951 年花東大地震（米崙斷層、玉里

斷層與池上斷層），以及1999 年集集地震（石

岡斷層、車籠埔斷層與大尖山斷層）。從這五次

重大地震發生的地點來看，可以發現主要分布在

西部麓山帶以及花東縱谷兩個區域。 

從現今台灣活動斷層的古地震研究結果，與

其他國家所調查的活動斷層週期相比較，似乎台

灣活動斷層的地震再現週期（或再現率）都非常

短，目前日本的活動斷層研究，其最短的再現週

期大約在700-1000 年之間。但以台灣目前的初

步研究而言，再現週期較為清楚的斷層為車籠埔

斷層，兩千年以來計有6 次，再現週期約300-400 

年；瑞穗地區的花東縱谷斷層在近400 年以來至

少發生三次大地震。為何台灣的活動斷層的再現

週期較短（再現率較高）？雖然有待更近一步研

究，但可能與快速的板塊擠壓活動有密切的關

係。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致贈小社旗、車馬費

予陳教授，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Life、糾察 Stainless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狀況、紅箱收入。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來函照登~ 

 請各社推薦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 
一、 請各扶輪社推薦學生之原則，敬請參閱本  

會「審核扶輪社推薦獎學生之原則」，如

附件。 

二、 敬請鼓勵 貴地區所屬扶輪社熱心受理學

生申請，特別是確實需要本筆獎學金以協

助完成學術研究者，祈優先推薦。 

三、 承蒙協辦，無任感禱。 

2011 年度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五○○元)，就可以 

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人因夢想實現，對生 

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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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致贈救生浮標四十隻           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表揚優秀志工 

 

社區服務&公共形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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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宣傳 DM 

 
                                                    
 

 

   合影留念 

 

 

 

 

 

 

 

 

 

 

社長 P.P.Wood 與社區主委 Sunny 代表本社 

致贈經費二萬元以及小社旗予松陽基金會              截取至 100.08.05 蘋果日報 

董事長張黃美珠女士 
 



 

2011-2012 年度地區總監 蕭慶淋(Andy) 簡介 

 
所 屬 社： 宜蘭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電子零件製造 

出生日期： 1954.12.02 

配偶姓名： 李惠娥女士 

學    歷： 中原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服務單位： 艾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通訊地址： 宜蘭縣員山鄉坡城路 53 之 5 號 

電  話： (03)9233808  

傳    真： (03)9233800  

<<扶輪社經歷>>  

1984 年 8 月 16 日成為宜蘭西區扶輪社創社社長 

1984-1985 年度 創社社員、理事、創社社長 

1985-1986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6-1987 年度 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1987-1988 年度 四大考驗主委 

1988-1989 年度 理事、國際服務主委 

1989-1990 年度 扶輪知識主委 

1990-1991 年度 台北信義社關係主委 (1990.8.1 海外投資退社) 

2000-2001 年度 聯誼主委(2000.7.1 重新入社) 

2001-2002 年度 理事、新店社關係主委、扶輪基金主委 

2002-2003 年度 理事、節目主委、世界社區服務主委 

2003-2004 年度 理事、聯誼主委、新店社關係主委、公關主委 

2004-2005 年度 理事、信義社關係主委、職業服務主委、社長當選人 

2005-2006 年度 理事、社長 

2006-2007 年度 理事、GSE 主委、高爾夫主委 

2007-2008 年度 理事、公共關係主委 

2008-2009 年度 理事、社區服務主委 

2009-2010 年度 理事、GSE 主委 

2010-2011 年度 理事、扶輪知識主委 

<<地區扶輪經歷>>  

1987-1988 年度 地區職業服務委員會委員 

2000-2001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1-2002 年度 世界扶輪友誼交換委員會委員 

2003-2004 年度 消除貧窮委員會副主委 

2004-2005 年度 地區休閒聯誼委員會主委 

2005-2006 年度 地區擴展及增加社員研習會籌備委員會委員 

2006-2007 年度 社區扶輪義工發展委員會委員 

2007-2008 年度 團體研究交換小姐委員會委員 

2008-2009 年度 地區關懷兒童委員會副主委 

2009-2010 年度 總監提名人、地區輔導新社總監特別代表委員會委員、宜蘭縣第一分區助理總監

2010-2011 年度 總監當選人 



2011-2012 年度地區秘書長 李貴發(G.M) 簡介  
 所 屬 社： 礁溪扶輪社 

 出    生： 34 年 11 月 1 日   

 配偶姓名： 江秀蘭 

 夫人生日： 40 年 3 月 15 日 

 結婚週年： 61 年 4 月 4日 

 服務單位： 寶星 KTV 酒店負責人 

 通訊地址： 礁溪鄉仁愛路 51 號 

 電    話： (03)9880348 

 傳    真： (03)9888851 

 行動電話： 0952-886-673 
 

2011-201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助理總監林同仁(James)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西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建築租賃 

現    任： 亞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地    址： 板橋區莒光路 215 號 

電    話： (02)2257-0156 

傳  真： (02)2259-5886 

手    機： 0933-132-380 

E-Mail： james.top1@msa.hinet.net 
 

2011-2012 年度新北市第二分區地區副秘書徐沛晴(Kelly)簡介 

 
所 屬 社： 板橋中區扶輪社 

職業分類： 進出口 

服務單位： 德匯興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地    址： 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 161 巷 26 號 

電    話： (02)2957-6437 

傳    真： (02)2953-4503 

 
 

2011-12 年度認捐扶輪基金者 
【保羅哈理斯之友】 
郭祐福 Fuku 王信興 Gary 劉炳宏 Hero 邱明政 Masa 林同義 Tony 黃文龍 Wood 

【永久基金】 
李水日 George 黃文龍 Wood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郭昭揚James 謝堂誠 Land 邱明政 Masa 李榮鏗 Smile 邱仁賢 Sunny 黃文龍 Wood 



公共形象-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製作宣傳看板 
架設時間：7月 28 日(星期四) 

架設地點：冠君大飯店(新北市板橋區重慶路 91-1 號) 

 
 
 
 
 
 
 
 
 
 
 
 
 
 
 
感謝~板橋中區社社長 Rose 無償提供場地，讓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 
(板橋社、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板橋中 
區社、新北市、板橋群英社)架設扶輪宣傳看板。 
 

八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6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黃文龍 
四、記錄：吳振斌 
五、出席：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 

劉炳宏、張正鳴、陳嘉偉、謝堂誠、 
李榮鏗、林金結、劉炳華、邱仁賢、 
吳振斌、林同義、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七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九月份行事曆 
        09/03 第 1266 次例會，「感知中國-中國 

未來科技產業發展戰略」泰易豐集團  
董事長特別助理 蕭博文先生。 

        09/10 第 1267 次例會，適逢中秋節連續 
假日，休會乙次。 

        09/17 第 1268 次例會，社區服務-新北 
市第二、四、七分區扶輪社聯合世界清 
潔日假三峽祖師廟舉行。 

        09/24 第 1269 次例會，秋季旅遊-南台 
灣金典二日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年度社友子女金榜題名獎學金、紀念 

品。請討論。 
決  議：研究所、大學 5,000 元，專科、高中 3,000 

元，紀念品 500 元。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因社員人數增多故爐邊會爐主分攤之基 

本桌數是否做調整。請討論。 
決  議：爐主分攤基本桌數更改為八桌。 

 慶祝中秋節暨第二次爐邊會議 

暨頒發金榜題名 
時間：8月 28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永饌樓餐廳(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46 號 9樓) 
爐主：郭昭貴、邱顯清、章明仁、吳晉福、 
        葉進一、賴光明、郭昭揚、曾韋傑、 
        謝堂誠、邱明政、羅致政、曾百麒、 
        劉炳華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 3日(星期六)13:00 
地點：致理技術學院人文大樓 8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313 號)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林同義、葉進一 



本週節目 

八月十三日 

第 1263 次例會 

 地區總監蕭慶淋 Andy 蒞臨公式訪問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日 

第 1264 次例會 

 為舉辦「與板橋社所輔導之社聯合例會」 

故經理事會延至八月二十一日（星期日） 

中午十二時假新北市政府(新北市板橋區中 

山路一段 161 號)舉行。 

【程序】：12:00 午餐-八樓喜宴軒享用便當 

註冊-507 會議室 

         13:00 鳴鐘開會 

【主講】：臺北縣立自強國中校長 李永旭先生 

【講題】：社會永續發展的核心-品德教育 

【備註】： 永和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 

區社、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板橋西區社、板橋群英社、板橋扶 

青團。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08月06日   第126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8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0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Decor、Herbert、Jerry、 

Jeremy、Just、Master、Picasso、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Bank、Justice、Toms 

 

 

 

 敬祝 生日快樂! 

 張富逸前社長夫人(08.15)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08月06日     第1262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59,100
AL 1,000 Masa 2,000

Bright 3,000 Otok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1,000
Dental 2,000 Smile 1,000

Eric 3,000 Stainless 1,000
Fuku 1,000 Stock 2,000
Handsome 1,000 Sunny 1,500

Hero 1,000 Tea 2,000
James 1,000 Tony 1,000
Land 1,000 Trading 1,000

Life 500 Wood 4,000
Lobo 1,000  
小計：     $34,000 總計：      $193,100

 
乙、扶青團 承上期：    $29,500

AL 2,000 Lobo 1,000
Cathay 1,000 Roberta 1,000
Dental 1,000 Stainless 1,000

Eric 7,000 Stock 1,000
Fuku 2,000 Sunny 500
George 2,000 Tea 1,000

Hero 1,000 Tony 1,000
James 1,000 Trading 1,000
Land 1,000 Wood 3,000

Life 500  
小計：       $29,000 總計：      $58,500

 
丙、分攤捐款 承上期：   $172,500
Bright 5,200 Lawyer 5,200

First 5,200 Polo 5,200
Handsome 5,200  
小計：       $26,000 總計：      $198,500

 
歡迎 RI 社長當選人田中伉儷蒞台 
時    間：8月 19 日(星期五)17:30 註冊 

地    點：台北晶華酒店三樓 

參加人員：謝堂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