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6 月 14 日   第 1411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中央警察大學開鎖課程首席開鎖

教官謝文苑先生、助理謝泓洋先生、板橋中區

扶輪社社長劉淑卿女士、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

蒞臨本社。 

 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六月份理事會，敬請全體

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召開第二十八屆第三次籌備

會議，敬請全體理事當選人留步參與會

議。 

(3) 尚未繳納社費之社友請儘速繳納。 

(4) 光耀扶輪活動，謹訂於六月十五日(星期

日)上午七時假新埔捷運站馥華飯店集

合，敬請參加人員穿著社長 lobo 致贈之

lnyx 粉紅色 polo 衫並配帶活動名牌、背

包出席活動。 

(5) P.P.JUST 千金文定之喜，謹訂於六月十五

日(星期日)中午十二時假彩碟宴舉行。敬

請參加之社友伉儷準時撥冗出席。 

 社友 Tiger 介紹主講者： 

姓名：謝文苑先生 

學歷：台灣警察專科學校警員班畢業、中央 

警察大學行政系畢業 

經歷：中央警察大學開鎖社、刑幹班、警佐 

班、消佐班開鎖課教官、台灣警察專 

科學校刑事基層人員講習班教官、保 

安警察第一總隊犯罪偵查課程教官、 

保一總隊維安特勤隊開鎖課教官、高 

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偵防班教官、新 

竹縣警察局資訊室警正課員、中央警 

察大學開鎖課程兼任教官、開鎖社指 

導老師…等。 

現任：中央警察大學開鎖課程首席開鎖教官 

著作：鎖探謝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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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賊性~如何避免小偷找上門? 

  

 

 

 

 

 

 

 

 

中央警察大學開鎖課程首席開鎖教官 謝文苑先生 

科技始終來自人性、防盜始終了解賊性 

人在車上的時間有多少?開 3個小時的車會

喊累，其實一天當中其他的 21 小時，車都是丟

在路邊。這麼長的時間對竊賊來說，只要花幾秒

至一分鐘不到就能偷走，很困難嗎?停車是一門

學問，同一條巷子接連發生竊案，還想說不會倒

楣的是我，繼續停在該地，這就是自找麻煩，是

一場車主跟竊賊的賭局，賭輸了才悔不當初。 

「廣告詞說的好，科技使終來自人性，我們當警

察的口頭禪是防盜始終了解賊性」，與我交過手

的竊賊不計其數，各種專業或是古怪的竊盜手法

早就習以為常，如今自營汽車防盜事業，當然知

道如何反制小偷。要瞭解停的安全，就得先瞭解

偷兒的心態。俗稱小偷為「三隻手」，因為竊盜

行為共經歷「下手、得手、脫手」三個階段，而

「小」偷之所以不稱「大」盜，在於偷兒膽子通

常較小，不敢正大光明的搶，只好暗中去偷，因

此下手偷的速度愈快，愈能減低風險，停的安全

首要條件就是讓小偷不能輕易得手。 

專業竊車集團的手法與工具細膩到遠超過你想

像，千萬別小看偷兒們的本領。曾栽在我手上的

竊賊說過：「行竊靠機會，得手靠智慧」的偷兒

哲學，我們再三強調停的安全，就是要將被行竊

的機會降到最低，慎選停車位置遠離人煙稀少的

巷弄山邊、要留鑰匙的停車場不停等都是方法，

不但不給小偷機會，還要進階到不給小偷下手的

時間。這是我們接下來要闡述的另一主軸：寓攻

於防的防盜作為。 

防盜不能被動、主動防盜意識 

防盜器材，就字面上的解釋來看，就是「防止」

偷盜行為的器材，是一種相當被動的工具，因為

只能防範避免被偷的可能，而非主動扼阻。所以

在防盜概念的既定前提下，一定要有「攻」的想

法融入其中，這樣才算是完善的防盜概念。如前

述講究停車位置，停在 24 小時的便利店門口，

肯定能夠讓不少宵小打退堂鼓，或是使用新穎的

防盜技術，進而讓歹徒因銷贓不易並知難而退，

說穿了就是在防盜器發揮作用之前，就讓偷而打

消動手的念頭，這就是「攻」的涵意。 

台語有句話「小偷狀元才」，是指小偷腦筋

非常好，可惜的是，他們都沒有用在正途上。會

偷我們東西的人，他永遠都會開任何的鎖，任何

鎖只要一到他的手上，不出三秒鐘就能完成開

鎖，所以，我們永遠都是「被害人」。 

事情要講究，不可將就，任何事情都可將就，但

是「鎖」千萬不可將就。鎖跟我們的關係非常密

切，汽車用好的鎖，機車就多用幾把鎖，相信小

偷看到這種情況，絕對懶得對它下手，因為要開

的鎖太多，小偷沒那麼多時間一把一把開。千金

難買早知道，萬般無奈想不到，任何的意外均在

意料之外，一時的疏忽，造成自己精神上的緊張

恐慌，金錢上的損失，如果有了一次的損失，就

要記取教訓，除了要以燈光和聲音防範竊賊之

外，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謹慎、謹慎、再

謹慎！ 

 社長 Lob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謝教官小社

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第二十八屆(2014-2015 年度) 

第三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黃伯堯、 

張正鳴、呂仁團、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劉炳華、 

陳偉信。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秋季旅遊-花蓮二日遊，住宿飯店是 

否更換。請討論。 

決  議：更換為美侖飯店。 



六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6 月 14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記錄：劉炳宏 

四、出席：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郭昭揚、 

張正鳴、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 

羅國龍、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 

劉炳華、郭道明 

 

甲、 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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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碩士 

班冠名獎學金十五萬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訪問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請討論。 

決  議：(1)補助參加者旅費，每人三仟元。 

(2)國際服務-捐贈馬來西亞貧困孩童 

文具用品三十份。

歡迎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晚會.續盟儀式.爐邊會 

時間：5月 31 日(星期六)17:30                                  地點：板橋銀鳳樓餐廳 

 

 

 

 

 

 

 

 

 

 

 

社長 Lobo、國際主委 P.P.Stock 代表本社與        社長 Lobo、國際主委 P.P.Stock、秘書 Hero  

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國際主委 Philip、         與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交換小社旗、紀念  

P.P.Mike Yee 簽訂續盟書 

接待姊妹社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蒞台活動 

時間：6月 1日(星期日)11:30                                     地點：板橋遠東百貨 

 

 

 

 

 

 

 

 

 

 

 

社長 Lobo 個人宴請馬來西亞 AMPANG 扶輪社國際主委 Philip、P.P.Mike Yee 中午餐敘 



本週節目 

六月二十一日 

第 1412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林同義 

主  講  者：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 

主任 張國鎮先生 

講      題：國震中心近期耐震建築結構之 

研究與應用 

 

下週節目 

六月二十八日 

第 141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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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慶安社友(70.06.22)33 年 

劉炳宏社友(74.06.25)29 年 

 

友社授證慶典 

【蘆洲湧蓮扶輪社 6週年】 
6 月 22 日(星期日)17:30 
台北典華旗艦店 
【土城中央扶輪社 17 週年】 
6 月 26 日(星期四)17:30 
板橋晶宴會館 
【土城扶輪社 31 週年】 
6 月 27 日(星期五)17:30 
中和吉立餐廳 
【鶯歌扶輪社 18 週年】 
6 月 28 日(星期六)17:00 
金龍鳳餐廳 
【樹林扶輪社 33 週年】 
6 月 30 日(星期一)17:30 
土城海霸王餐廳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06月14日   第141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37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7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9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lumi、Duval、Herbert、Picasso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3 月 06 月 14 日  第 1411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261,950
AL 4,000 Lobo 4,000
Archi 6,000 Sun-Rise 2,000
Frank 2,000 Tiger 3,000
Jason 2,000 Tom 2,000
Just 6,000 Toms 2,000
小計：     $33,000 總計：  $1,294,95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1,243,900
Archi 5,200 Master 5,200
Frank 5,200 Sunny 7,700
Jack 5,200 Tom 5,200
Kevin 5,200  
小計：     $38,900 總計：  $1,282,800

 
 

訃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母親黃何碧月女士 

慟於六月十三日(星期五)下午二時二十分壽 

終內寢，享年八十四歲，惡耗傳來本社全體 

社友同感悲憫。 

 

【告別式】： 

時間：7月 6日(星期日) 

         10:00 公祭開始、11:00 扶輪社公祭 

地點：展田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土城區土城工業區中山路 10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