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許興國  社    名：Noni 

出    生：60.11.21 

職業分類：保健食品 

夫人姓名：蘇曉貞 

夫人生日：62.05.09 

結婚日期：92.03.29 

行動電話：0928-866-423 

服務單位：珍果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2-22689998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承天路 28 號 3 樓  

住家電話：02-82624952 

住家地址：新北市土城區順風路 10 號 2 樓  

介 紹 人：黃伯堯、林金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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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3 月 17 日  第 1294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錢 Money 雜誌專業講師李明惠小

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壽星 Dental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Lobo、Polo 結婚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Otoko：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26屆理事當選人第

二次籌備會。 

(2) 社友 Kevin 公司「威鉅登廣告」產品發

表會暨春酒，謹訂於三月十七日(星期六)

下午五時假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56

巷 26 號舉行。 

(3) 社長當選人 Land 伉儷宴請全體社友伉

儷，謹訂於三月十八日(星期日)下午五

時三十分假板橋永饌樓餐廳舉行。 

(4) 4 月 21 日(星期六)地區年會假宜蘭運動

公園舉行，欲參加之社友請儘速報名。 

 前社長 Masa 介紹主講者： 

姓名：李明惠小姐 

曾任：冠昱建設財務部副 

現任：錢 Money 雜誌專業講師 

Smart 個人理財~節稅秘笈 

 
 
 
 
 
 
 
 
 
 

 

 

錢 Money 雜誌專業講師 李明惠小姐 

一、101年財經稅賦新制  

擴大住宅地震保險基本保障 

自 2012 年 1 月 1日 起，在維持現行住宅地震基

本保險費新臺幣 1,350 元情形下，擴大住宅地震

保險基本保障，將保險金額上限自新臺幣 120 萬

元提高為新臺幣 150 萬元，臨時住宿費用自新臺

幣 18 萬元提高為新臺幣 20 萬元。 

調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殘保險金額 

調高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死亡保險金額，由現行每

位受害人新臺幣 160 萬元提高至 200 萬元，並預

定於 2012 年 3 月 1日 開始施行；第一級殘廢給

付與死亡給付金額相同，其餘殘廢等保險金額則

比例調高。 

信用卡分期付款新規定 

自 2012 年 5 月 11 日 起，信用卡發卡機構就提

供分期付款服務所收取之手續費應一次收取並

採固定金額方式計收；「手續費」及「每期應付

之分期本金、利息」應全額納入每期帳單最低應

繳款項；對於提前清償分期款項之持卡人不得收

取剩餘期數之利息。 

綜所稅增訂「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綜所稅增訂「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家有 2007

年以後出生、5歲以下子女，只要所得淨額 113

萬元以下(適用綜所稅稅率 5%及 12%)，且未適用

最低稅負制，就可適用「幼兒學前特別扣除額」，

每人每年可申報扣除 2.5 萬元，2012 年實施、後

年報稅適用，估計約 33.9 萬戶受惠。 

取消軍教免稅優惠 

2012 年起，將取消軍教免稅優惠，軍教人員薪資

也要扣繳稅款，但後年 5月才要報稅，約 37.1

萬軍教人員受影響。 

新購油氣雙燃料車 提供減徵貨物稅優惠 

為了鼓勵油氣雙燃料車(LPG，俗稱瓦斯車)，民

眾新購油氣雙燃料車，提供減徵貨物稅優惠，每

輛減徵貨物稅 2.5 萬元，為期五年，估計將有

5200 輛受惠。 

成立專責處理金融消費爭議之平台 

金融消費者保護法已賦予創設金融消費爭議處

理機構之法據，本會依此成立「財團法人金融消

費評議中心」，並自 2012 年 1 月 2日 正式運作。 

推動證券市場尾盤資訊揭露 

為提升交易資訊透明度及與國際交易制度接

軌，督導證交所及櫃買中心規劃揭露尾盤資訊，

於收盤前 5分鐘揭露最佳 1檔買賣參考價(每 20

秒更新乙次)，並於收盤前最後 1分鐘實施「瞬

間價格穩定措施」作為配套措施，上述措施將於

2012 年 2 月 20 日正式實施。 

上市櫃公司年度財務報告提早申報 

為增進財務資訊公告及申報之即時性，避免財務

資訊之空窗期過長，修正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

定，修正年度財務報告公告及申報期限，明訂自

2012 年 1 月 1日 起，上市（櫃）公司應於每會

計年度終了後 3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經會計師查



核簽證、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

告。 

推動 IFRSs 上市櫃及興櫃財務報告皆須適用 

為推動我國企業採用 IFRSs，上市(櫃)及興櫃公

司應於100年度財務報告附註揭露採用IFRSs計

畫之重要內容及執行情形、目前會計政策與未來

依IFRSs所使用之會計政策可能產生之重大差異

等事項；另於 2012 年季報、半年度及年度財務

報告中除前述事項外，並揭露依 IFRS 1 所選擇

之會計政策。 

未依規定改選董監之上市櫃公司須限期改選 

自 2012 年 1 月 1日 起，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

市或於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之公司股東會應於

會計無度終了後 6個月內召開，不得延期，且於

董事及監察人任期屆滿之年，董事會未依規定召

開股東常會改選董事、監察人者，金管會得依職

權限期召開；屆期仍不召開者，自限期屆滿時，

全體董事及監察人當然解任。 

二、夫妻不稅一起 2/15起受理 

為考量民眾的特殊需要，例如夫妻分居等，納稅

義務人、配偶、滿20歲子女及直系尊親屬，可以

申請與納稅義務人的所得及扣除額資料分開提

供，申請時間限期一個月，即從今年2月15日至3

月15日。 

三、遺贈稅調降至10% 

立法院三讀通過遺產及贈與稅法修正案，大

降遺贈稅率至10%，改採單一稅率，最高稅率降

幅達80%，為36年來僅見。遺產稅免稅額調高至

1,200萬元，贈與稅免稅額調高至220萬元。  

財政部表示，調降遺贈稅率有助吸引國外資

金回流，或減緩國內資金外移，對振興國內投資

應有正面意義。台灣調降遺贈稅率至10%，亞洲

地區僅低於日、韓，星港與泰國、馬來西亞目前

為免稅，中國大陸則未開徵遺產稅。 

 社長P.P.Wood代表本社頒發車馬費、小社旗

予李小姐，感謝其演說。 

 出席 Life、代理糾察 P.P.ENT，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2012-2013 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間：5月 19 日(星期六) 
地點：花蓮高工 
參加人員： 

社長  謝堂誠 Land 
秘書 賴建男 Otoko 
會計 陳萬祥 Roberta 
社員主委 王信興 Gary 
公共關係主委 吳振斌 P.P.Tea 
扶輪行政主委 羅國龍 Lobo 
服務計劃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職業主委 李榮鏗 P.P.Smile 
國際主委 張茂樹 P.P.Shige 
新世代主委 羅致政 Master 
扶輪基金主委 郭祐福 P.P.Fuku 

 

2012-2013 年度(第二十六屆)第二次理事當選人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17 日(星期六)下午二時二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劉炳宏、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李榮鏗 

林金結、吳振斌、黃文龍。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2012-2013 年度理事暨職員名單。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2012-2013 年度收支預算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二十五屆、第二十六屆交接典禮時間、地點。請討論。 

決  議：七月八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擔仔麵餐廳五樓舉行。 

第四案：秋季旅遊謹訂於十月十三日(星期六)-十月十四日(星期日)、地點。請討論。 

決  議：惠蓀林場二日遊。 

第五案：社友生日、夫人生日、結婚週年紀念品。請討論。 

決  議：社友生日蛋糕、夫人生日禮券 1500 元、結婚週年盆花 1200 元。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四日 

第 1295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羅致政 

主  講  者：資深財經記者  

許啟智先生 

講      題：最佳投資策略 

 

下週節目 

三月三十一日 

第 129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夫人(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03.24)32 年 

周肇原社友(03.28)17 年 

郭昭貴社友(03.29)17 年 

許興國社友(03.29)9 年 

 

第五次社秘會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4: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黃文龍、吳振斌、謝堂誠、賴建男 
 

 社長當選人研習會 

時間：3月 31 日(星期六)~4 月 1 日(星期日) 

地點：花蓮美崙飯店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謝堂誠、顏美淑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17 日  第 1294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7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Decor、Duval、 
Frank、George、Herbert、Jerry、Jeremy、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Bank、King、Master、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3 月 17 日   第 1294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25,200

Dental 2,000 Otoko 1,500
Eric 1,000 Picasso 1,000
Jason 1,000 Polo 2,000

King 1,000 Roberta 1,000
Land 1,000 Smile 1,000
Lawyer 1,000 Stainless 1,000

Lobo 2,000 Trading 2,000
Masa 1,000 Wood 6,000
小計：       $25,500 總計：      $950,7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98,900

Dental 7,700 Lawyer 5,200
Gary 5,200 Picasso 5,200
Investor 5,200  

小計：      $28,500 總計：     $927,400
  

友社授證慶典 

【三重北區扶輪社 21 週年】 

時間：3月 2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會館 

【土城山櫻扶輪社 8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二)17:30 

地點：雲林鵝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