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板橋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  1967 年 1 月 5 日 

R.I.核准日期： 1967 年 5 月 6 日 

授證日期： 1967 年 6 月 10 日 

輔導社：  台北西區扶輪社 

褓姆：  胡水旺前社長 

共同輔導社：  台北西北區扶輪社、三重扶

輪社 

輔導成立：  樹林扶輪社、永和扶輪社、

土城扶輪社、板橋北區扶輪

社、板橋東區扶輪社、板橋

南區扶輪社、板橋西區扶輪

社、板橋群英扶輪社、板橋

扶輪青年服務團、板橋青創

衛星扶輪社 

姊妹社：  日本高岡扶輪社、日本戶田

扶輪社、韓國水原扶輪社、

菲律賓嗎拉汶扶輪社、日本

和歌山扶輪社 

兄弟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社員人數：  90 名 

現任社長：  陳福源(Gas) 

現任秘書： 黃軒凱(Park) 

例會時間：  每星期四 

中午 12：30~下午 2：00 

例會地點：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網站： www.pcrc.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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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8 月 12 日  第 1576 次例會 

 本次例會地點變更至都匯中心十四樓會議

室召開，下午一時由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律師 柯宗賢先生(P.P.ENT 女

婿)、柯律師夫人洪子婷小姐(P.P.ENT 千

金 ) 、 褓 姆廖 金 順 先生 ( 板 橋 扶輪 社

P.P.Lion)、社長 Master 夫人陳亮吟女士、

秘 書 P.P.AL 夫 人 徐 文 美 女 士 、

P.D.G.Trading 夫 人 郭 林 美 惠 女 士 、

P.P.George 夫人李林素英女士、P.P.First

夫人郭麗玉女士、P.P.Sun-Rise 夫人賴光昭

女士、P.P.King 夫人林美玲女士、P.P.James

夫人郭鄭明良女士、P.P.ENT 夫人連文惠女

士、I.P.P.Hero夫人董秀琴女士、社友Jason

夫人邱碧霞女士、社友 Bright 夫人王麗雯

女士、社友 Tetsu 未婚妻王蓓恩小姐、板橋

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團長張以柔小姐、秘書

周忠志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 P.P.Eric 夫人，生日快樂! 

歡唱自選曲「堅持」、「愛情的限時批」。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社長夫人陳亮吟宴請全體社友夫人，謹

訂於八月十五日(星期二)中午十二時

假板橋凱撒飯店舉行。敬請全體社友夫

人撥冗出席參加。 

(2) 下週六，八月十九日中午例會，為板橋

扶輪社蒞臨訪問，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

著西裝出席例會。 

(3)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考上高中、專

科、大學、研究所者，社內將於九月二

十四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凱撒飯店，頒發獎學金、紀念品以茲

鼓勵各位莘莘學子，敬請大家向余 s報

名。 

 社友陳嘉偉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柯宗賢先生 

出生：72.01.12 

學歷：政治大學法律系 

曾任：台南地方法院法官助理、 

民間司改會冤案審查委員 

現任：執業律師理 

怎樣才是姦？ 

妨害性自主罪面面觀 

 

 

 

 

 

 

 

 

 

 

律師 柯宗賢先生 

所謂妨害性自主，就是指「違背被害人的意思，

或對於無抗拒力之人或不知抗拒之人，或利用有

一定權勢之關係機會，或施以詐術等」，對被害

人為性交或猥褻者。  

第 227 條-對幼童發生性行為 

14 歲以下 14 至 16 歲-保護身心發育目的，違反

者以重罪論處。 

16 歲以上-可有效同意發生性行為。 

強制／違反意願 

強制類型以強暴、脅迫恐嚇催眠術 或違反意願

方法為性交及猥褻。 

加重條款，二人以上共同犯罪，對未滿十四歲

男女，對身心障智缺陷利用公眾交通機會，使用



藥劑施以凌虐侵入住居攜帶兇器。 

無法同意-利用其精神身體障礙心智缺陷或相

類情形。 

利用權勢-對因特定關係受自己監督扶助照護

之人利用權勢或機會為性交猥褻者。 

妨害性自主案件特性 

場所隱蔽。 

妨害性自主案件原罪 

證據單一、指述矛盾。 

常見指述矛盾情況 

1.仙人跳／勒索 

2.雙方認知不一 

3.害怕伴侶知情 

4.一時放縱行為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柯律師小社旗、車馬費、紀念品，感

謝其精彩演說。 

 糾察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國際扶輪第一屆萬人反毒公益路跑暨嘉年華園遊會  

*主辦單位：由國際扶輪 3490、3523、3481 地區聯合主辦。 

*活動日期：10 月 7 日（星期六）下午 2:30 

*報名日期：即日起線上報名(額滿即止)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 https://goo.gl/jjmp7j 

*活動地點：出發起終點 / 大佳河濱公園 

*報名人數：本地區目標 1200 人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時間：10 月 14 日(星期六) 

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職業服務-參觀清泉崗空軍

基地、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日期：10 月 18 日(星期三) 

行程：08:00 板橋區民生路馥華飯店出發  

08:20 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台中清泉崗空軍基地 

12:00 復興餐廳午餐 

13:30 漢翔航空工業公司 

16:00 臺中國家歌劇院 

17:30 台中僑園飯店晚餐 

19:00 返回板橋 

慶祝中秋節晚會暨爐邊會暨 

頒發金榜題名&歡迎馬來西亞

P.D.G.Ken 伉儷蒞臨台灣 

*時間：9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凱撒飯店一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號) 

*爐主：張宏陸、劉孟賜、邱顯清、洪敏捷 

黃伯堯、鄭德文、王世原、翁仁禮 

黃明志、郭金興、張茂樹、林順正 

 

「根除小兒痲痺」公益路跑 

*時間：10 月 29 日(星期日)06:00~12:30 

*地點：新北市蘆洲區「成蘆橋下」河濱公 

園廣場 



本週節目 

八月十九日 

第 1577 次例會 

【板橋扶輪社蒞臨訪問】 

節目介紹人：張富逸 P.P.Eric 

主  講  者：前國科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局長 顏宗明先生 

講      題：淺談科學園區對地方經濟發展的 

貢獻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六日 

第 1578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林振哲社長當選人(49.08.19)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6年08月12日   第157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6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11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Coach、Frank、Just、Leo、

Tig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Obama、Stoc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6月08月12日   第1576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47,000
AL 1,000 King 2,000
Alan 2,000 Land 2,000
Benson 1,000 Life 1,000
Cathay 2,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2,000 Master 2,500
Eric 5,000 Otoko 1,000
First 1,000 Polo 1,000
Fuku 2,000 Shige 1,000
George 2,000 Smile 1,000
Herbert 3,000 Sun-Rise 1,000
Hero 2,000 Taylor 1,000
Jack 1,000 Tea 1,000
Jason 1,000 Tetsu 1,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Justice 1,000 Wood 1,000
Kenny 1,000 廖金順 2,000
小計：     $51,500 總計：     $298,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17,200

Archi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222,400
 

社區服務- 

第四屆自殺防治宣導音樂晚會 
時間：9月 6日(星期三)18:30-21:00 

地點：新北市政府多功能集會堂 
 

2017 年一萬個圓夢計劃 

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以幫 

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因夢想實 

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們的社會能更 

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