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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17 日  第 1768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聯誼翁仁禮 Leo：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第一大隊板橋防宣分

隊分隊長陳玉燕女士、隊員洪元偉先生、

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社友 Coach、P.P.Hero 生日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您好嗎」、自

選曲「黃昏的故鄉」、「愛的禮物」。 

 出席林聖家 Stone 報告上次例會出席

率。 

 秘書林振哲 P.P.Sky 報告： 

(1). 4 月 24 日第 1769 次例會，延至 4

月 25 日(星期日)下午 5:30 假板橋

海釣族餐廳舉行「慶祝母親節晚會

暨爐邊會」。 

(2). 最近友社授證多，敬請社友踴躍登

記報名。 

(3). 社內授證 34 週年典禮暨女賓夕，

謹訂於 5 月 30 日(星期日)假新板

希爾頓酒店宴會樓一樓吉祥廳舉

行。 

*屆時敬請社友伉儷務必撥冗出

席，社內一樣有安排拍個人照、夫

妻照，所以請大家下午 4:30 抵達

會場拍照。 

*全體大合照，此次安排會議後

7:00 左右拍。 

(4). 第 31 屆地區年會，謹訂於 6月 12

日(星期六)頤品大飯店-新莊晶冠

館舉行。 

*目前社內登記報名人數為 55 位，有興

趣之社友伉儷請務必儘速登記報名，以

免向隅。 

 糾察謝堂誠 P.P.Land 主持歡喜紅箱時

間。 

 前社長程文金 P.P.Cathay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玉燕女士 

曾任：97.7.26 義消基礎幹部講習 

104.4.8 義消中級幹部講習 

104.1.1 擔任板橋義消防宣分隊分 

隊長一職 

105.4.16 參加宣導種子教官培訓 

105.10.31 參加新北市義勇消防總 

隊防宣大隊竹山消防宣導訓練 

109.12.4 獲頒全國防火宣導志工 

菁英獎項 

現任：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板橋防 

宣分隊分隊長 

逃出生天-火場救命術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一大隊板橋防宣分隊 

分隊長 陳玉燕女士 

真實火場伸手不見五指，濃煙吸一口瞬間窒

息 

大部分人一生中很少會遇到火災的現場，因此

對於火場印象可能會停留在電影裡的情景，火

光通明可以馬上能跑出去，但現實火災現場幾

乎都是伸手不見五指濃煙，伴隨著上百度高溫

與大量致命物質，只要吸上一口，就會讓人窒

息昏厥導致死亡。 

假如自己在密閉空間內，打開門看到濃煙，絕

對不可以出去，立刻把門關起來，讓門阻隔煙

霧不要蔓延到包廂或房間內，立刻用手機撥打

「119」告知消防專線自己在火場中，位置在哪

裡，現場消防員會判斷可以把人安全救出時，

帶著面罩或相關救命器具，前往等待處把人救

出。 

火場就像烤肉架 火、煙、熱都往「上」竄 

像露營烤肉一樣，烤肉架下方雖然會感覺到熱，

但不一定會起火，而烤肉架上方，所有濃煙、

烈焰、高溫都會往上方竄。火災現場也是一樣，



雖然火不容易在鋼筋混泥土建築跨層延燒，但

煙霧和高溫會不斷向上攀升，而且速度非常快，

人一旦遇到生存機會大減。 

往下逃才有生機 往上跑生存機率恐降低 

因為濃煙與熱量有往上竄升特性，當聽到火災

警報響起應儘快找到安全門，如果確認逃生樓

梯沒有煙霧，可立刻向下逃生；假使逃生梯已

經充滿濃煙，很有可能是下層失火，或有人逃

生時慌亂下沒有關起安全門，讓濃煙向上不斷

擴張，如果此時往上逃生，想要到樓頂天台，

可能人還沒到就先嗆倒在地。 

在大樓內逃生一定要往下逃，千萬不要往上跑，

即使火災發生在比自己低的樓層，現在大樓多

是鋼筋混泥土建築，火不容易穿過水泥到上層，

但黑煙只要有通風口就會四處竄，移動速度也

非常快，只要面對到煙霧幾乎躲不過，瞬間高

溫與致命物至衝入呼吸道，人很可能在現場窒

息死亡。 

溼毛巾阻擋不了濃煙 有害物質瞬入呼吸道 

火場最危險其實是濃煙，當火苗燃燒濃煙先往

上竄，當天花板無法容納，煙霧會沿著牆壁開

始向下移動，最後才在地板上蔓延。所當在火

場中看到濃煙已經接近地面，則代表空間中煙

霧濃度非常高，不應該用溼毛巾摀住口鼻冒險

向外移動，溼毛巾不是防毒面具，沒有辦法阻

擋有害物質。 

以往教導民眾遇到火場要用溼毛巾，那是因為

當時建築材料與家具較單純，用溼毛巾可以擋

住一些較大微粒，加上逃生路線較短，所以溼

毛巾可以是一個逃生工具。然而現代建築與室

內裝潢材料複雜，大量有毒物質不可能被溼毛

巾過濾，反而讓這些有害物質直接抵達呼吸道，

進而導致瞬間昏厥。 

逃離？等救援？看現場有沒有煙！ 

回到關鍵問題，如果不幸身陷火場，到底該逃

離現場?還是等待救援?多數火場最大威脅是

濃煙，如果能看到小火在燒，基本上還有時間

逃生，但一定要記得把門關起來，阻止濃煙擴

散阻礙其他人逃生，假使發現已經都是濃煙伸

手不見五指，就必須冷靜處在安全空間，通知

消防隊等待救援。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

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陳分隊長精彩演

說。 

 糾察謝堂誠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2021-2022年度地區訓練會 

時間：5月2日(星期日)09:00報到、09:30開會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469號) 

參加： 

(1)社長 徐明偉 

(2)秘書 許家榮 

(3)會計 黃健豪 

(4)社員主委 游伯湖 

(5)公共形象主委 洪敏捷 

(6)行政管理主委 吳晉福 

(7)扶輪基金主委 劉炳華 

(8)服務計劃主委 李榮鏗 

(9)社區主委 賴建男 

(10)職業主委 江基清 

(11)國際主委 羅致政 

(12)青少年主委 張富逸 

友社授證 

【板橋西區扶輪社授證 28 週年暨交接典禮】 

時間：5月 3日(星期一)17:30 註冊、18:00 鳴鐘開會 

地點：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樓-2 樓如意廳 

【板橋扶輪社授證 54 週年典禮】 

時間：5月 6日(星期四) 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3 樓圓滿廳 

【新北光暉扶輪社授證 6 週年典禮】 

時間：5月 8日(星期六)17:30 註冊、18:00 開會 

地點：格萊天漾大飯店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四日 

第 1769 次例會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4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海釣族海鮮小館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爐主：張正鳴、呂仁團、王世原、謝堂誠、

翁仁禮、許國騰、羅國龍、張榮智、

郭俊麟、邱明政、羅致政、賴建男、

黃文龍 

 

下週節目 

五月一日 

第 1770 次例會 

適逢五一勞動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

乙次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17 日 第 1768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224,200

Coach 2,000 James 1,000

小計：    $3,000 總計：    $1,227,2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036,700

Coach 5,200 Lobo 7,700

George 5,200 Shige 5,200

James 7,700 Sky 7,700

Jey 5,200 Trading 5,200

小計：    $49,100 總計：   $1,085,800

節目預告 

五月八日 

第 177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晉福 Dental 

主  講  者：音樂志工 張瑞琦小姐 

講      題：退休太乏味?樂齡學音樂  

 

敬祝 生日快樂! 

黃俊哲社友(67.04.27)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37.04.25) 

郭道明前總監夫人(31.05.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祐福前社長(49.04.25)61 年 

周正義社友(86.05.05)2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4 月 17 日 第 1768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3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7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6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right、Coach、

Davie、Decor、Frank、Jimmy、Kay、

Kenny、Mars、Otoko、Oki、Taylor、

Tetsu、Tig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