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16 日   第 1346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沈

中元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鄭

翔隆先生、團長當選人孫孝儒先生、團員鄭

積浩先生、謝準提先生、周忠治先生、領唱

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Dental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Lobo、Polo，結婚週年快樂!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鄭翔隆先

生，介紹團長當選人孫孝儒先生給各位

Uncle 認識。 

 秘書 Otoko 報告： 

(1) 社長當選人 Lobo 宴請全體社友，謹訂

於三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永

饌樓餐廳舉行。 

(2) 社長 Land千金謹訂於三月二十一日(星

期四)中午十二時假板橋永饌樓餐廳舉

行文定之喜。 

(3) 社友 Sunny岳父黎天來老先生於三月四

日(星期一)上午十時二十分逝世，謹訂

於三月三十一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

板橋殯儀館崇義廳舉行告別式。 

 社友 Polo 介紹主講者： 

姓名：沈中元先生 

學歷：上海復旦大學法學博士 

曾任：花蓮縣文化局長 

      新北市樹林社區大學校長 

國立空中大學學務長 

電視及廣播節目主持人 

現任：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國立台灣師大表藝所兼任副教授 

著作：藝術與法律、文化行政、文化創意產 

 業發展法、立法理論與實務…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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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山銀山，不如小三嗎?談婚姻法律 

  

 

 

 

 

 

 

 

 

 

 

空中大學公共行政系副教授 沈中元先生 

◎繼承 

1. 老白墜機財產怎麼分ㄚ：法定繼承人及其順

序：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兄弟姐

妹，祖父母 

2. 小白不孝順遺產一毛都不要給他：特留份：

配偶、直系血親卑親屬、父母之特留份為應

繼分之二分之一；兄弟姐妹及祖父母為其應

繼分之三分之一。 

3. 老白死了不知財產或負債那個多？限定繼

承；拋棄繼承：知悉得繼承之日起三個月內

向法院為之 

◎我們結婚了 

4. 幾歲可以結婚ㄚ：結婚之效力：儀式婚改為

登記婚 

5. 表哥表妹可以結婚嗎？近親結婚之禁止：旁

系血親六親等之內不得結婚；溯至同源，世

代之合 

6. 養兄妹可以結婚嗎？養父終止收養關係後可

以與養女結婚嗎？ 

7. 婚後可以不睡在一起嗎？結婚之效力：冠

姓，同居義務，住所，日常家務代理權，家

庭生活費用之分擔 

◎重婚 

8. 一夫一妻制ㄚ：重婚無效。但雙方當事人因

善意且無過失信賴一方前婚姻消滅者，不在

此限。 

◎外遇與通姦 

9. 通姦之刑責？精神外遇，性幻想，電話性交，

網路性愛觸犯通姦罪嗎? 

10. 通姦罪係告訴乃論，自知悉之日起半年或情

事發生之日起兩年內為之，但事前縱容或事

後原諒，不得告訴 

11. 告訴不可分原則：對配偶或相姦者提出及於

共犯，但若撤回對配偶告訴可不及於相姦人。 

12. 配偶與他人通姦，可主張不履行同居義務，

可請求損害賠償，可請求判決離婚。 

13. 配偶與他人通姦經判決離婚者或受刑之宣

告，能否與相姦者結婚? 

14. 抓姦要領：報警會同，抓對時間，勘查現場，

只抓姦不動粗，記錄情況證據 

15. 在大陸包二奶是通姦嗎？大陸對岸有處罰通

姦罪嗎? 

◎離婚 

16. 你髮如雪淒美了離別，我焚香感動了誰：兩

願離婚，或經法院調解或和解離婚。 

17. 北風亂夜未央你的影子剪不斷：裁判離婚：

重婚，與配偶以外之人合意性交，不堪他方

同居之虐待，對他方尊親屬虐待或受他方尊

親屬之虐待，惡意遺棄他方在繼續狀態中，

意圖殺害他方，不治之惡疾，重大不治之精

神病，生死不明達三年，故意犯罪經判處有

期徒刑六個月確定。其他重大事由難以維持

婚姻者。由無責之一方提起，破綻主義之發

展，別居制度之趨勢。 

18. 損害賠償或贍養費：判決離婚時無過失之一

方得向有過失之一方請求損害賠償。或夫妻

無過失之一方，因判決離婚而陷於生活困難

者，他方縱無過失，亦應給予相當之贍養費。 

◎夫妻財產制度 

19. 分別財產、共同財產、法定財產制。 

20. 法定財產制：分婚前財產與婚後財產；各自

所有，各自管理、使用、收益、處分。 

21. 自由處分金：夫妻於家庭生活費用外，得協

議一定數額之金錢，供夫或妻自由處分。 

22.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子女監護權 

23. 協議由一方或雙方共同監護之。 

24. 裁判監護：依子女之最佳利益，審酌一切情

狀，參考社工人員之訪視報告，依職權酌定

監護人。 

◎家庭暴力防治 

25. 法不入家門的突破：事實上婚姻關係、前配

偶亦適用。 

26. 民事保護令：禁止實施暴力行為，命遷出被

害人居所，禁止直接或間接之騷擾接觸，命

加害人接受處遇計畫。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沈副教授，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得獎學生感言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所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張文吉先生 

    首先，很榮幸能在眾多競爭者中雀屏中選，得到板橋東區社的獎學生名額，獲得中華扶輪教

育基金會所提供的獎學金，特別要感謝郭道明先生的提名和支持。 

    對我而言，研究所階段是等同於外出工作了，是應該要更加獨立自主並減少對家裡經濟上的

依賴，在秉持此信念下，我在碩士班一年級時兼了必修課助教和家教等工作，希望能自行支付生

活上的開銷。在過去一年內我沒有向家裡要過生活費用，但是在課業和研究壓力下，讓我確實有

點應付不來，常常有種時間不太夠用的感覺。在升上二年級後，研究工作變得更加沉重，畢業的

壓力亦隨之而來，要在閒暇之餘去賺取生活費用的難度是非常高的，所幸有獲選了中華扶輪社的

獎學生，在獲取這筆獎學金後，讓身為學生的我能減少打工、家教的時間，從而專心於研究和自

行進修上。 

    且在加入獎學生的行列後，南區和北區的獎學生聯誼會都立即寄出通知參加迎新活動的通

知，由於活動舉辦的時段仍在學校進行實驗，便就近參與了南區的迎新會，其中讓我感受到各位

uncle 和學長姐們的熱情，在吃吃喝喝、團康活動下，了解到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的內涵，更明

白了為何諸位學長姐在工作或研究有閒暇時會如此積極的參與獎學生聯誼會的活動。此外，也能

增長見聞，認識各種領域的朋友。 

    而北、西、中、南四區的分會在每個月都會進行聯誼活動以促進獎學生們的交流，並且能提

醒我們在面對課業或研究壓力時，同時也要撥出時間進行一些”課外活動”。近期舉辦的四區迎

新活動便舉辦的相當用心，也著實藉此認識了些新朋友，讓人相當期待之後舉辦的其他活動。 

    最後，要感謝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能給予我這個領取獎學金的機會，感謝各位支持、贊助的

uncle，感謝我的指導教授幫我寫推薦信，還有我的父母，為了幫助我申請獎學金的來回奔波。

也希望在不久的將來，自己也能有這個機會幫助他人，回饋社會，貢獻所學。 

 

 

【友社授證】 

【頭前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新北市和平扶輪社創社】 
時間：3月 26 日(星期二)17:30 
地點：板橋晶宴會館 

 

【新莊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三重百福扶輪社授證 2週年】 
時間：3月 31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接待 D7010 加拿大 GSE 來訪】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三) 

行程：09：20 社館集合 

10:00 大漢溪生態廊參觀人工濕地 

12:00 吉立餐廳 

14:00 林家花園參觀古蹟 

17:00 馥都飯店解散 

接待：板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 
 

【本社訊】 

前社長鄭德文 Just 千金鄭佳穎小姐文定 

時間：3月 24 日(星期日)12:00 

地點：龍華樓餐廳 

(板橋區重慶路 247 號 2 樓) 

社友蔡宗原 Kevin 公子蔡曜隆先生結婚 

時間：3月 30 日(星期六)18:00 

地點：大三元餐廳 

(土城區青雲路 152 號 5 樓) 



本週節目 

三月二十三日 

第 1347 次例會 

【社區服務-贊助生命線協會印製珍愛生命繪本

活動】 

節目介紹人：社友 陳萬祥 

主  講  者：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所 

              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張文吉先生 

講      題：兼具近紅外光顯影及光熱治療 

之雙功能奈米複合材料之開發 
 

本週節目 

三月三十日 

第 134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張茂樹 

主  講  者：國立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二年級學生 陳煒糴先生 

講      題：消費者對於社群網站資訊分享 

與口碑行銷如何影響品牌價值 

之研究  

 

敬祝 生日快樂! 

周正義社友夫人(57.03.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69.03.24)33 年 

周肇原社友(84.03.28)18 年 

 

第四次社秘會 

【時間】：4月 27 日(星期六)16：30 

【地點】：海釣族餐廳 

（板橋區板橋市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羅國龍、劉炳宏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3月16日   第134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0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4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74%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L、Archi、Frank、Herbert、Jerry、 

Jeremy、Kevin、Life、Ming-Long、 

Master、Smile、Toms、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Lobo、Stainless、Stoc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3月16日   第134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43,000

Dental 2,000 Picasso 1,000

ENT 4,100 Polo 5,000

Land 2,000 Tea 1,000

Masa 1,000 Tony 1,000

Otoko 1,000  

小計：      $18,100 總計：    $952,1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892,550

Aero 5,200 Lawyer 5,200

Bright 5,200 Picasso 5,200

Lankes 5,200  

小計  ：    $26,000 總計：    $918,550

 

丙、扶青團 承上期：   $33,500

Dental 2,000 Land 1,000

Eric 5,000 Roberta 1,000

Fuku 1,000 Tea 1,000

George 3,000  

小計  ：    $14,000 總計：     $47,5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