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17 日   第 1568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P.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課長 

廖哲緯先生、領唱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

社。 

歡唱自選曲「誰人甲我比」、「得意的笑」、

「感恩的心」。 

敬祝 Tom 夫人、P.P.Wood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Tiger 結婚 36 週年快樂! 

 出席 Bright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狀況。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感謝I.P.P.Roberta準備麻油雞、油飯

雞腿禮盒致贈全體社友。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總監當選人Beadhouse致贈之新年度領

帶，敬請各位社友攜回，並請於七月二

日(星期日)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配帶出席。 

(4) 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謹訂於七

月二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台

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舉行。請柬已

放置各位社友桌上請攜回。 

 社友黃健豪 Tayl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廖哲緯先生 

學歷：臺灣大學地質科學碩士 

曾任：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技士 

現任：中央氣象地震測報中心課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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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震即時警報系統之應用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課長 廖哲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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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廖

課長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友社交接 

【板橋社第 50、51 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1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板橋西區社第 24、25 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3日(星期一)17:30 

*地點：上海銀鳳樓(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板橋南區社第 29、30 屆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4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二樓 

【板橋北區社第 34 屆社長職員就職典禮】 

*時間：7月 7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二樓國際廳 



六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劉炳宏、張正鳴、周正義 

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邱明政 

羅致政、陳萬祥、薛松茂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五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來賓游伯湖先生申請入社。請討論。 

決  議：寄發入社選票單，若無異議謹訂於七 

月二日(星期日)例會舉行入社儀式。 

第三案：前社友陳偉信尚有費用 29,500 元未結 

清。請討論。 

決  議：當屆若有結餘，則由當屆結餘處理， 

若當屆無結餘，則由當屆社長負責。 

 

2018 多倫多國際年會 

最”優惠“註冊即將開始，從 2017 年 6 月

10 日至 6月 14 日之期限內完成線上註冊，

即可享有 US$295 之最優惠價格。 

目前所公告的各階段註冊價格如下： 

2017 年 6 月 10 日-2017 年 6 月 14 日：每位

US$295。 

2017 年 6 月 15 日-2017 年 12 月 15 日：每

位 US$335（線上註冊）/ US$345(郵寄或傳

真註冊)。 

2017 年 12 月 16 日-20418 年 3 月 31 日：每

位 US$410（線上註冊）/ US$420(郵寄或傳

真註冊)。 

2018 年 4 月 1 日-現場註冊：每位 US$495 

訪問板橋扶輪社 

*時間：7月 13 日(星期四)12:30 

*地點：六社社館 

*主講：美門企管顧問公司 黃正昌 執行長 

*講題：一開口就讓人喜歡你 

 

板東扶青團團長就職典禮 

*時間：7月 16 日(星期日) 

10:00 註冊、10:30 開始 

*地點：六社社館 

 

7/22 地區總監謝漢池

Beadhouse 蒞臨公式訪問 
*時間：7月 22 日(星期六) 

*地點：社館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秘書、社長當選人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社員主委 Stock、 

服務計畫主委 ENT、 

扶輪基金主委 Wood、 

公共形象主委 Leo、 

扶輪社行政管理主委 Sky 

      會晤- 

會計 Smile、職業主委 Jack、 

社區主委 Junior、國際主委 George、 

青少年主委 Benson 

12:30 餐敘 

13:00 鳴鐘開會 

13:10 社區服務-認養家扶中心十二位孩童 

13:3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2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四日 

第 1569 次例會 

【前社長日】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七月一日 

第 1570 次例會 

【第 30 屆、31 屆新舊任社長、職員交接典禮】 

時間：7月 2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 2樓國際廳 

(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友社授證 

【土城中央扶輪社授證 20 週年】 

*時間：6月 26 日(星期一)下午 17:30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七樓 

(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土城扶輪社授證 34 週年】 

*時間：6月 27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彭園會館-新板會館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1 樓) 

【鶯歌扶輪社授證 21 週年】 

*時間：6月 28 日(星期三)17:30 

*地點：金龍鳳餐廳 

(鶯歌區國華路 100 號) 

【樹林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6月 30 日(星期五)17:30 

*地點：新莊典華(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世原前社長夫人(43.06.26)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劉炳宏社長(74.06.25)32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 06月 17日     第 1568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5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Frank、Leo、Navigare、Obama、Tetsu 

三、祝您旅途愉快! 

    Archi、Pol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6 月 17 日  第 156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462,929 

AL 4,000 Roberta 1,000

Hero 2,000 Sun-Rise 2,000

Jason 2,000 Tiger 4,000

小計：     $15,000 總計：   $1,477,9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629,200 

Coach 7,700 Trading 7,700

Frank 7,700  

小計：      $23,100 總計：   $1,652,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