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增員、增緣、增援、增圓 
 

 姓 名 ： 徐明偉 社 名 ： Benson 

出 生 ： 61 年 1 月 7 日 職業分類： 教育 

夫人姓名： 林燕妮 

夫人生日： 65 年 5 月 20 日 結婚日期： 95 年 5 月 17 日

服務單位： 黎明技術學院 

公司地址： 新北市泰山區泰林路三段 22 號 

公司電話： (02)2909-7811 公司傳真： (02)2951-2114

行動電話： 0910-053-757 

住家電話： (02)8951-2196 夫人行動： 0913-939-588 

住家地址： 新北市板橋區民生路一段 28-2 號 11 樓 

介 紹 人 ： 李榮鏗 Sm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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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0 月 15 日    第 1533 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聯誼江基清 P.P.AL： 

歡迎主講者宏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洪旻郁

小姐、社長 Hero 董秀琴女士、秘書 Jason 夫

人邱碧霞女士、社長當選人 Master 陳亮吟女

士、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Fuku

夫人郭徐桃子女士、P.P.First 夫人郭麗玉

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女士、

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

連文惠女士、P.P.Stock 夫人陳雪鳳女士、

P.P.AL 夫人徐文美女士、Junior 夫人江琇珍

女士、Life 夫人蔡秀枝女士、板橋東區扶輪

青年服務團團長周忠志先生、團員張以柔小

姐、團員洪瑞綺小姐、團員陳鈺螢小姐、團

員鄭積浩先生、團員童建銘先生、領唱老師

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歡唱「主講者先生您好嗎」，自選曲「外婆

的澎湖灣 」、「感謝您的愛 」。 

 社長劉炳宏 Hero 個人準備肌肉酸痛膏、維

他命 B群，預祝社友吳得利 Polo 與夫人黃

芳珠女士二位，九天的根除小兒麻痺騎單

車環島活動，一切平安順利。 

 出席劉孟賜 Bright 報告，上週例會社友出

席概況和出席率。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秋季旅遊-金門三日遊，謹訂於十月二

十二日(星期六)-十月二十四日(星期

一)舉行。請參加人員注意：10 月 22 日

(星期六)早上 7:50 假府中捷運站 2號

出口搭巴士出發、社內備有早餐。請參

加人員務必攜帶個人身份證、健保卡。

其他相關內容，請參加人員詳閱行程

表。 

(2)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謹訂

於十一月六日(星期日)上午八時假中

和南山福德宮舉行。為安排早餐、午

餐，敬請社友寶眷儘速向余 s報名。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姓名：洪旻郁小姐 

學歷：中國文化大學財經法律系畢業 

98 年律師高考及格 

曾任：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委員、羅致政立 

委服務處法律顧問律師、洪敏捷耳鼻 

喉科法律顧問律師、台北北門扶輪青 

年服務團團長、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北 

分會律師…等 

現任：宏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專業：離婚、子女監護、車禍、通常保護令 

、給付工程款、共有物分割、遺囑見 

證、勞資爭議、契約審議及一般民、 

刑事等訴訟案件 

繼承與遺囑，從張榮發的遺

囑談起 

 

 

 

 

 

 

 

 

 

宏洋法律事務所合署律師 洪旻郁小姐 

【繼承篇】 

案例 

1.無法繼承公婆遺產的媳婦   

2.媽媽過戶房子給女兒，女兒離奇死亡 

3.媽媽嘴命案誰先死決定 1.8 億如何繼承 

若是陳進福先死亡，再娶配偶張翠萍馬上就

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先分得 1億 8000 萬

元中的 9000 萬元，剩下 9000 萬元再由 3 人

均分，也就是說，陳進福兩個兒子只能各分

3000 萬元。 

繼承小常識 (應繼分、特留分、繼承順位) 

應繼分：指按照繼承人的人數計算，每個人可 

以獲得遺產的比例 

特留分：法律設計出來對遺產繼承人的最低保 

障 

繼承順位：民法第 1138 條 

遺產繼承人，除配偶外，依左列順序定之：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子女、內外孫子女) 

二、父母。 



三、兄弟姊妹。 

四、祖父母。 

絕對不能侵害的特留分 

特留分 

第 1223 條 繼承人之特留分，依左列各款之規

定： 

一、直系血親卑親屬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2。  

二、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2。  

三、配偶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2。 

四、兄弟姊妹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3。 

五、祖父母之特留分，為其應繼分 1/3。 

拋棄繼承 

案例：男童的外曾祖父沒有過世前，名下有筆農

地卻不慎被叔叔拿去貸款，欠下 700 多萬。3年

前他的外曾祖父過世，家人委託代書辦理拋棄繼

承，子孫輩有 20 多人，獨獨漏掉了當時才 1 歲

的蔡姓男童，才讓他要扛起這筆天上掉下來的鉅

額債款。 

父債不用子還 

拋棄繼承修法後民法規定- 

民法第 1148 條： 

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本法另有規定外，承受

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但權利、義

務專屬於被繼承人本身者，不在此限。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

為限，負清償責任。 

民法第 1153 條： 

繼承人對於被繼承人之債務，以因繼承所得遺產

為限，負連帶責任。繼承人相互間對於被繼承人

之債務，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另有約定外，按其應

繼分比例負擔之。 

民法第 1156 條： 

繼承人於知悉其得繼承之時起三個月內開具遺

產清冊陳報法院。 

前項三個月期間，法院因繼承人之聲請，認為必

要時，得延展之。 

繼承人有數人時，其中一人已依第一項開具遺產

清冊陳報法院者，其他繼承人視為已陳報。 

【遺囑篇】 

張榮發遺囑爭議 

案例：張榮發與大房育有 1女 3子，張國煒是二

房的獨子。張榮發 1 月 20 日辭世，過了約半個

月時間，張國煒無預警公布父親的遺囑內容，在

內部宣布他升任集團總裁並兼任長榮航空董事

長，此舉引發大房方面不滿。 

什麼叫做遺囑？(遺囑方式介紹) 

所謂遺囑係指遺囑人處分遺產之意思表示，亦即

遺囑人為使其分配遺產之最後意思，於死後發生

法律上之效力，而依法定方式所為之無相對人之

單獨行為。遺囑是一種處分遺產的行為，也是一

種要式行為，其方式須符合民法第一千一百八十

九條所規定之五種遺囑方式之一，而每種遺囑方

式各有其形式要件。 

我們遺囑有五種，分別是自書遺囑、公證遺囑、

密封遺囑、代筆遺囑、口授遺囑， 

口訣：自公密口代 (子宮秘口袋) 

遺囑能力？ 

遺囑人須具有遺囑能力，依民法第 1186 條規

定，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未滿十六歲之未

成年人不得為遺囑。因此，必須年滿十六歲且非

受監護宣告之人，才有資格寫遺囑。 

民法第 1186 條「無行為能力人，不得為遺囑。

限制行為能力人，無須經法定代理人之允許，得

為遺囑。但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為遺囑。」 

可不可以把遺囑留給寵物？ 

於不違反關於特留分規定之範圍內，遺囑人雖可

自由處分遺產，但因寵物非人，並無法具備民法

第六條之權利能力，亦即不能成為法律上之權利

義務主體，所以，遺囑人縱有此等意思，寵物依

法無從享有。 

遺囑有好多份，哪一份為主？ 

民法第 1220 條規定：「前後遺囑有相牴觸者，其

牴觸之部分，前遺囑視為撤回。」，此乃是尊重

遺囑人最終意思之法制度，若有二時日不同之遺

囑時，以後遺囑為優先，乃當然之理，此即所謂

「後遺囑優先原則」。又所謂「前後」，即指遺囑

成立時間之前後而言，不問其時間距離之遠近。 

迷思 

迷思 1：遺囑一定要由律師見證才能寫？不是。  

迷思 2：寫遺囑需要有正式文件？不用。 

迷思 3：用電腦打字比較工整、漂亮，只要簽名

處以親筆簽名就好了？不是。 

迷思 4：遺囑全文除親筆書寫，簽名後，一定還

要蓋印章或打手印？不用。 

迷思 5：遺產愛分配給誰，就可以分配給誰？不

是。 

迷思 6：遺囑只能寫一份？不是。 

迷思 7：阿公長期臥病在床，我可以幫他寫遺

囑，請他直接簽名就好？不是。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小

社旗予洪律師感謝其精湛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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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業服務-參觀捷運北投機廠、台灣國際造船公司 

日期：10 月 13 日(星期四) 

      臺北捷運公司，今年適逢通車 20 週年，職業主委羅致政 Master 特別安排我們參觀臺北捷 

運公司的北投機械工廠。北投機廠就位在復興崗站南側，整個維修廠區乾淨又明亮，可以說是 

五星級的工廠也不為過。在導覽人員張維銘先生與同仁的解說下，我們看到不同型號的電聯 

車、轉向架系統介紹…等。也才知道高運量的路線，如板南線六節車廂滿載時可搭載 2100 多 

人，而中運量的文湖線也可搭載到 400 多人。在逃生體驗區裡，我們學習到當事故發生時，如 

何通報並按下緊急裝置的正確步驟(若誤觸按下緊急鈕，可是要罰款五萬元)，並且自助或協助 

他人開啟車廂門順利逃生，這些都是我們平時搭乘捷運時，無法注意到的保命方法哦! 

中午於北投會館的采豐餐廳享用川菜料理後，接著前往基隆進行下一個參訪點。 

擁有百年歷史的，台灣國際造船股份有限公司，共有兩個廠，一在南部的高雄，另一則在 

北部的基隆，這兩個地方也是台灣最重要的港口所在地。課長王進添先生、總幹事吳志清先生 

、課員陳智鵬先生，提即台船公司如何在 2008 年金融危機襲來時，不畏風浪，依舊準時開航(上 

市)，結果證明在一片不景氣中，原本一直被看淡的台船公司，卻開出長紅，讓許多投資者眉 

開眼笑。然而實際上，在 2002 年，台船（當時叫做中船）甚至面臨關門大吉的危機，最後以 

裁員 45%、留任員工減薪 35%的「再生計畫」奮力一搏，沒想到在所有人都不看好的情況下， 

從谷底爬升，開始轉虧為盈，這段血淚史，更成為國營事業民營化的典範。王課長也提及，台 

船擁有賓士級的技術，卻只有裕隆的售價，所以在造船品質及設計研發，國際聲譽頗佳，但目 

前台船面臨的人才斷層，卻實為一大危機。 

我們搭乘巴士在王課長、陳課員的陪伴下，搭車巡禮廠區一圈，因為廠區內有太多重型機具和 

設備零件，並不適合我們行走在廠區內，因此我們車遊觀看，大組合場房、組合廠房、修船 

塢…等區域。雖然我們無法近距離接觸，但看到正在興建可載重噸達十萬噸以上的貨櫃輪，還 

是能被其龐大的建造工程，感受到人徒手興造萬物的能力所震憾。 

傍晚，我們由台船公司後門漫步到和平島公園，觀看海濱公園內奇岩異石，海岸奇特的海 

蝕地形景觀，真是美不盛收。晚餐假和平島的 35 活海產餐廳，享用海鮮大餐完才返回板橋。 

此次，職業服務參觀優良公司，感謝社長劉炳宏 Hero 致贈龍情花生糖禮盒、P.P.Stock 

夫人雪鳳準備熱騰騰的豆漿.米漿、職業主委 Master 夫人亮吟準備米菓零食，社友 Life 夫人 

秀枝準備酸甜的日本梅干，讓職業參觀像遠足一樣歡樂滿滿。 

 

 

 

 

 

 

 

 

 

 
 

  北捷機廠合影留念                         台船公司基隆廠合影留念 



新北市第二分區 AG 盃高爾夫球賽剪影 

日期：10 月 5 日(星期三) 

 地點：大溪高爾夫球場 

 

 

~恭喜獲獎~ 

第 10 名跳獎-羅國龍 

第 15 名跳獎-劉炳宏 

淨桿第 23 名-連文惠 

淨桿第 26 名-吳振斌 

淨桿第 44 名-陳萬祥 

耆老獎-吳振斌 

近洞獎(東區)-劉炳宏 

近洞獎(西區)-連文惠 

近洞獎(西區)-鄭德文 

近洞獎(西區)-鄭德文 

 

 

2016 年立法會議，相關扶輪社與地區的重要變更 

【新社】 

創社社員人數的最低限。新扶輪社的創社社員人數應為至少 20 名。（16-83） 

【社員】 

規定與資格。扶輪社可自主決定有關轉社社員、雙重社籍社員及名譽社員的規定或資格條件。 

但社亦可繼續遵照傳統性的規定。成爲社員的唯一資格條件為，社員必須是表現品行端正、正 

直、領導力；並在事業、專業及/或社區有好聲譽，且願意在自己及/或世界各地社區服務的成 

年人。（16-36、16-38） 

新社員種類。扶輪社可將準社員、企業社員、家庭社員或其他的社員種類納入該社。如此的扶 

輪社，爲了將新種類的社員涵蓋於扶輪社繳款通知，呈報扶輪時需將他們歸入「現職」社員。 

有關財務義務（社費、餐費等）、出席以及參與服務活動的規定，則由扶輪社決定。但，唯有 

現職社員有資格成爲職員，並算為該社應有的投票權人數。（16-36） 

在扶輪社與扶輪青年服務團之雙重社籍。扶輪青年服務團團員，可同時持有扶輪社社員及扶青 

團團員的身份。（16-40） 

有關轉社社員的聲明。對另一社有欠費的潛在社員，沒有資格成爲社員。扶輪社必須確證有意 

入社的前社員，對其所屬的前一社沒有任何欠款。如果一社要求轉社社員或前社員所屬的前扶 

輪社提供該社員是否欠費的聲明，前屬社必須在 30 天以内提出。如果要求之後 30 天内未有聲 

明提出，將視同該社員未欠任何款項。此項變將納入 RI 細則，但不重復載於模範扶輪社章程。

（16-51） 



本週節目 

十月二十九日 

第 1535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五日 

第 1536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聯合登山活動暨趣味競賽】 

時間：11 月 6 日(星期日)08:00 集合 

地點：南山福德宮活動中心 

程序： 

08:00~08:30 領取毛巾、水、早餐  

08:30~10:00 登山 

10:00~11:30 團康活動、趣味競賽  

11:30~13:50 餐敘、摸彩活動  

備註：屆時敬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社長致贈 

之紅色背心出席活動。 

 

節目預告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53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國泰世華銀行 

金融市場諮詢顧問 胥洪民先生 

講      題：新常熊下的投資新思維 

 

敬祝 生日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33.11.03) 

郭祐福前社長(25.11.11)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5 年 10 月 15 日  第 1533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9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Herbert、Just、Kevin、Obama、

Taylor、Tetsu、Tiger、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5 月 10 月 15 日  第 1533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64,929

AL 1,000 Land 2,000

Bright 1,0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Coach 1,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Master 1,000

ENT 2,000 Otoko 1,000

Eric 1,000 Polo 3,000

First 3,000 Roberta 2,000

Fuku 1,000 Shige 1,000

Hero 8,000 Sky 1,000

Jack 1,000 Smile 1,000

James 3,000 Stock 1,000

Jason 1,000 Sun-Rise 2,000

Junior 1,000 Tea 2,000

Kenny 500  

小計：     $46,500 總計：     $711,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40,900

Aero 7,700 Justice 10,200

ENT 7,700 King 7,700

Eric 7,700 Masa 10,200

George 7,700 Sun-Rise 10,200

小計：      $69,100 總計：     $61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