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2 月 11 日   第 1550 次例會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一大隊副大

隊長洪俊義先生、夫人 曾美惠、社長 Hero

夫人董秀琴、秘書 Jason 夫人 邱碧霞、社

長當選人 Master 夫人陳亮吟、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

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P.P.ENT 夫人連

文惠、Junior 夫人江琇珍、Obama 夫人許桂

芳(苗栗群星扶輪社社友 Obama)、領唱老師

李潔亭蒞臨本社。 

歡唱自選曲「春風吻上了我的臉」、「春夏

秋冬」。 

敬祝社友 Navigare 夫人，生日快樂! 

 秘書張正鳴 Jason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新社員教育訓練會，謹訂於二月十二日

(星期日)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輔仁大

學國璽樓 1樓會議廳舉行。敬請參加人

員 Benson、Leo 穿著西裝出席。 

(3)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二十七

日(星期一)假台北球場舉行。要參加之

社友寶眷，請在二月二十日前向余 s報

名登記，並繳納報名費每位五○○元。 

(4) 第 27 屆地區年會，謹訂於四月十五日

(星期六)-四月十六日(星期日)假新莊

頤品飯店舉行。確定能參加之社友，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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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月二十日前向余 s報名登記。 

 社友郭金興 Obama 介紹主講者： 

姓名：洪俊義先生 

出生：52年10月20日 

學歷：中央警察大學52期刑事系畢 

輔仁大學法律研究所畢 

曾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金山、 

蘆洲、三峽、新店、中和、海山、新 

莊等分局偵查隊長、金門縣警察局刑 

事警察大隊大隊長 

現任：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一大隊副大隊長 

榮譽：86年當選第33屆全國模範警察、97年 

當選823戰後五十周年金門旅台菁英 

獎得獎人、金門高中、金湖國中小傑 

出校友 

危機防處與應變 

 

 

 

 

 

 

 

 

 

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一大隊副大隊長 洪俊義先生 

危機（Crisis） 

1、危機＝危險＆機會 

 危險：無預警＋可能造成生命、財產危害 

 機會：瞬間決策→化解危機 

2、危機的層面＆屬性 

個人－健康、財務、安全 

家庭、家族－糾紛、婚姻 

機關、團體、企業－生產、財務 

社會、國家－政治、經濟、外交、重大災 

害 

充斥社會每個角落 

由實例中談－人質危機 

1、並非所有人都如此幸運 

2、隨時關心週遭人、事、物 

 －預防勝於一切 

社會充斥的陷阱 

105年詐欺犯罪2萬2147件；財損37億4,843

萬餘元 

1.假冒名義：4,450 件 

2.解除分期付款詐欺(ATM)：4,436 件  

3.假網路拍賣(購物)：3,221 件  

4.拒付款項(賴帳)：2,342 件  

5.偽稱買賣：2,084 件  

6.假冒機構(公務員)：1,184 件  

7.投資詐欺：1,008 件 

8.其他詐欺：4,466 件 

 社長劉炳宏 Her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洪

副大隊長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

紅箱收入。 

 社長劉炳宏 Hero 鳴鐘閉會。 
 

春季旅遊-宜蘭九寮溪一日遊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 

*行程： 

07:5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水、水果  

甲車-四川路社館 

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8:00 出發 

09:30【九寮溪自然生態風景區】 

12:30【田媽媽泰雅風味館】午餐 

14:30【農夫青蔥體驗農場】 

16:30【羅東林業文化園區】 

18:00【羅東渡小月餐廳】晚餐 

20:00 結束行程，返回溫暖的家。 



二月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6 年 2 月 11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劉炳宏 

四、記錄：張正鳴 

五、出席：程文金、劉炳宏、張正鳴、周正義 

呂仁團、羅國龍、邱明政、羅致政 

吳得利、陳萬祥、薛松茂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1 第 1557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 

休會乙次。 

        04/08 第 1558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4/15 第 1559 次例會，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二十七屆地區年會假新莊頤品 

大飯店舉行。 

        04/22 第 1560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4/29 第 1561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友賴光明申請免計出席乙案。請討 

論。 

說  明：年齡 65 歲、社齡 25 年已符合 RI 申請 

免計出席之規定。 

決  議：通過。 
 

二月份板東高爾夫球隊 

*球場：桃園高爾夫球場     

*日期：2月 23 日(星期四)11:45 報到 

*費用：$ 2,790 元 

*餐敘地點：球場餐廳 

 

扶輪基金會百週年台灣七地 

區鉅額捐獻者表彰晚會 

*時間：3月 20 日(星期一) 

17:00 報到聯誼，18:00 晚會開始 

*地點：台北圓山大飯店 12 樓 宴會廳 

*參加：郭道明、郭林美惠女士 

 

友社授證 

【板橋南區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五)17:30 註冊 

*地點：台北花園大酒店二樓國際廳(台北市中正區中華路二段 1號) 

【新泰扶輪社授證 29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五)17: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五工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3月 6日(星期一)17:30 註冊 

*地點：新莊頤品大飯店 7樓香蘊廳(新莊區五工路 66 號 7 樓) 

【板橋群英扶輪社授證 6週年】 

*時間：3月 11 日(星期六)10:30 註冊 

*地點：新莊典華 (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469 號) 

【新莊中央扶輪社授證 19 週年】 

*時間：3月 12 日(星期日)17:30 註冊 

*地點：海產大王華漾會館二樓圓明園(樹林區大安路 16-1 號 2 樓) 

【頭前扶輪社授證 8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三重珍豪飯店三樓國際宴會廳(三重區光復路一段 67 號) 



本週節目 

二月十八日 

第 1551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萬祥 I.P.P.Roberta 

主  講  者：外貿協會國際行銷諮詢中心 

副主任 陳廣哲先生 

講      題：東南亞國家協會市場商機與 

挑戰 

 

下週節目 

二月二十五日 

第 1552 次例會 

適逢二二八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節目預告 

三月四日 

第 155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賴建男 D.V.S.Otoko 

主  講  者：台灣藍海文化力協會 

理事長  梁惠生女士 

（3480 地區 D.G.Kevin 夫人) 

講      題：朕知道了，妳知道朕嗎？介紹 

故宮裡的乾隆爺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45.02.26)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25.02.28) 

賴建男地區副秘書夫人(59.02.28) 

呂仁團社友夫人(77.02.28)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6 年 02 月 11 日  第 1550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2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0 名 

補 出 席：                       7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eo、Archi、Dental、Frank、Just、

Navigare、Tetsu、Tiger、Toms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6 月 02 月 11 日  第 1550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136,929

Archi 4,00 Lobo 1,00

Cathay 1,00 Masa 1,50

Coach 1,00 Obama 1,00

ENT 1,00 Polo 1,00

Eric 2,00 Roberta 2,00

George 2,00 Shige 1,00

Hero 5,00 Sky 1,00

Jack 1,00 Sun-Rise 1,00

James 2,00 Taylor 1,00

Jason 1,00 Tea 3,00

Junior 1,00 Trading 2,00

Kenny 1,00 Wood 1,00

Kevin 2,00  

小計：     $40,500 總計：   $1,177,429

 

分攤捐款 承上期：$1,029,600

Archi 7,70 Sun-Rise 10,20

Junior 7,70 Taylor 7,70

Obama 7,70 Tetsu 15,40

Shige 7,70 Wood 7,70

Sky 7,70  

小計：     $79,500 總計：   $1,109,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