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03 日  第 1605 次例會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開會。 

 聯誼呂仁團 Kenny： 

歡迎主講者新北市調查處板橋站主任張育

瑞先生、新北市調查處調查官蔡泓斌先生、

新北市調查處調查官張佑丞先生、領唱老師

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敬祝 P.D.G.Trading、P.P.ENT、P.P.ENT 夫

人、P.P.Cathay 夫人，生日快樂! 

敬祝 Life、Junior，結婚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青春嶺」、「春風吻上了我的

臉」! 

 社員主委劉炳華 P.P.Stock 準備禮品致贈給

社友徐明偉 Benson，感謝他介紹新社友不遺

餘力。同樣也準備一份禮品給新社友許家榮

Will 歡迎他加入板東大家庭。 

 

 

 

 

 

 

 

 

 

 

 出席吳得利 Polo 報告上週例會出席率。 

 秘書江基清 P.P.A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三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前社長黃文龍(P.P.Wood)中華民國木

材商業同業公會會員代表大會，謹訂於 

3月 4日(星期日)中午11:00假台北國 

際會議中心三樓宴會廳(台北市信義路 

五段 1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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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社長當選人林振哲(P.E.Sky)宴請全

體社友寶眷，謹訂於 3 月 25 日(星期

日)下午六時假板橋吉立餐廳二樓舉

行。 

(4) 4 月 14 日-4 月 15 日地區年會假宜蘭

運動公園舉行，社內有租巴士，欲參

加之社友請儘速報名。 

(5) 許亞芬歌子戲劇坊十五週年大戲 「鳩

摩羅什」謹訂於 6月 29 日(星期五)晚

上 7:30 假臺灣戲曲中心演出。 

*有興趣之社友寶眷，請向余 s登記購

票。 

 社友徐明偉 Benson 介紹主講者： 

姓名：張育瑞先生 

學歷：臺北大學犯罪學研究所 

曾任：國家安全維護工作站副主任、 

幹部訓練所大隊長 

現任：新北市調查處板橋站主任 

調查局能為企業做什麼 

 

 

 

 

 

 

 

 

 

 

新北市調查處板橋站主任 張育瑞先生 

調查局工作職掌 

法務部調查局係「掌理有關危害國家安全與違反

國家利益之調查、保防事項。」主要工作項目如

下： 

*維護國家安全（包括反制中共滲透、反制境外

滲透、反制恐怖活動、保護國家機密） 

*貪瀆防制及賄選查察 

*防制經濟犯罪 

*查緝毒品犯罪 

*防制洗錢犯罪 

*防制電腦犯罪 

*協調全國保防業務 

*上級交查交辦事項（如人口販運、組織犯罪、

民代掃黑） 

調查局偵辦之重大經濟犯罪範圍 

詐欺、侵占、背信、重利、偽變造國幣、偽變造

有價證券、電腦犯罪、侵害智慧財產權犯罪、走

私、稅捐稽徵法、證券交易法（操縱股價、內線

交易、非常規交易、特別侵占背信、財報不實

等）、期貨交易法、證券投資信託及顧問法、銀

行法、洗錢防制法、營業秘密法、野生動物保育

法、藥事法、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及各類民生犯

罪。 

調查局其實可以幫助企業-打擊企業貪瀆 

所以企業肅貪是什麼？ 

企業肅貪就是政府與企業合作，共同揪出企業

內部不法，協助企業改善內控稽核制度，提升

法律遵循意願，建立企業誠信與倫理規範，進

而強化公司治理，善盡社會責任。 

企業肅貪怎麼做? 

「公部門」：透過教育民眾、企業宣導、行政

指導、租稅優惠及法律規範，協助企業改善稽

核制度與法律遵循習慣，建立公私部門的伙伴

關係，並透過嚴格執行犯罪調查等企業肅貪手

段，引導企業風氣。 

「私部門」：落實獨立董事、審計委員會及內

部稽核制度，提升主管及員工法律遵循意願，

主動舉發內部不法，並配合政府執法。 

企業貪瀆案件具體內容？ 

一、 股市犯罪，包括：操縱股價、內線交易、 

不實財報、詐偽募集或發行、非常規交易、

特別背信、侵占、違法私募、不法併購。 

二、 金融貪瀆犯罪，指金融機構負責人、經理 

人或職員違法放貸及背信案。    

三、 掏空資產案件，指企業內部人員違背職務 

涉犯刑法背信罪或業務侵占罪。 

四、妨害營業秘密案件 

調查局的優勢：洗錢防制處追查金流 



調查局洗錢防制處設有我國金融情報中心，建置

即時之洗錢資訊通報系統及完整之洗錢資料

庫，分析大額通貨交易資料及疑似洗錢交易資

訊，能夠建構不法金流，查知犯罪所得流向，追

查主嫌、共犯及犯罪動機。 

調查局的優勢：資通安全處資安鑑識 

本局資通安全處設有資安鑑識部門，係經過 ISO 

17025 實驗室認證之資安鑑識實驗室，為全國唯

一合格之資安實驗室，建立數位鑑識的倫理規

範，2013 年鑑識 159 案，鑑識儲存媒體容量達

137TB，2014 年鑑識案數更增至 180 案，鑑識儲

存媒體容量達 138TB，鑑識範圍包括電腦主機、

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監視錄影系統（CCTV）

等影像資料以及毀損硬碟的復原等工作，可以協

助犯罪偵辦單位取得關鍵證據，掌握犯罪時點，

並可協助企業防止駭客竊取營業秘密，防堵資安

漏洞。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

贈張主任小社旗，也感謝張主任回捐車馬

費給花蓮強震賑災款。 

 代理糾察謝堂誠 P.P.Land 報告本週紅箱

收入。 

 社長羅致政 P.Master 鳴鐘閉會。 
 

春季旅遊-苗栗飛牛牧場 

*時間：3月 18 日(星期日) 

*行程： 

07:10 

板橋集合，領取早餐、水

果、礦泉水 

甲車-四川路社館 

乙車-文化路馥華飯店 

07:15 出發 

09:00-11:30 飛牛牧場+搖滾冰淇淋Diy 

12:00-12:40 三義木雕老街 

13:00-14:00 午餐-丹楓飯館 

14:20-15:20 銅鑼客家文化園區 

16:00-17:00 
通霄鹽場(泡腳樂，記得帶

毛巾) 

18:30-19:30 晚餐-大溪保健廚房 

21:00 可愛的家 

三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03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羅致政 

四、記錄：江基清 

五、出席：江基清、徐明偉、李水日、劉炳宏 

黃伯堯、陳嘉偉、翁仁禮、羅致政 

林振哲、李榮鏗、劉炳華、黃文龍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審查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五月份行事曆】 

        05/05 第 1614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5/12 第 1615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5/19 第 1616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05/26 第 1617 次例會，授證籌備會議。 

【六月份行事曆】 

        06/02 第 1618 次例會，提前至五月三

十一日(星期四)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

橋 Mega50 鼎鼎宴會廳，舉行姊妹社蒞

台歡迎會暨爐邊會。 

06/09 第 1619 次例會，提前至六月一 

日(星期五)下午五時三十假板橋凱撒 

飯店舉行授證三十一週年慶典。 

        06/16 第 1620 次例會，適逢端午節假 

期，休會乙次。 

        06/23 第 1621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 

基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6/30 第 162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本社授證三十一週年晚會節目。請討 

論。 

決  議：邀請社友子女合奏、社友夫人表演、 

社友 Leo 表演、社友伉儷大合唱。 

第四案：響應花蓮強震救災捐款事宜。請討論。 

決  議：社區服務提撥一萬元經費，社友則自 

由樂捐。社友自由樂捐款截至 3月 10 

日止，再統一捐贈至3490地區辦公室。 



本週節目 

三月十日 

第 160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江基清 P.P.AL 

主  講  者：中央廣播電臺 

總台長 邵立中先生 

講      題：央廣的轉型—打造臺灣國際傳 

媒 

 

下週節目 

三月十七日 

第 1607 次例會 

春季旅遊-苗栗飛牛牧場一日遊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7月03月03日   第1605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1,024,700 

AL 1,000 Lobo 1,000

Benson 1,000 Long 3,000

First 1,000 Masa 1,000

Fuku 1,000 Master 2,000

George 8,400 Polo 1,000

Hero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Shige 1,000

Junior 2,000 Smile 1,000

Just 2,000 Stock 2,000

Kenny 2,000 Sun-Rise 1,000

Land 1,000 Trading 4,000

Life 2,000  

小計：     $41,400 總計：   $1,066,1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755,000

First 5,200 Shige 5,200

Frank 5,200  

小計：      $15,600 總計：     $770,600

 

節目預告 

三月二十四日 

第 160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翁仁禮 Leo 

主  講  者：台灣鳥人 謝佳翰先生 

(田徑/撐竿跳紀錄保持人) 

講      題：超越期待，成就現在 

 

敬祝 生日快樂! 
 黃明志前社長(24.03.12) 

黃健豪社友(62.03.16) 

吳晉福社友夫人(53.03.2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林忠慶社友(78.03.12)29 年 

林振哲社長當選人(78.03.12)29 年 

羅國龍前社長(68.03.18)39 年 

吳得利社友(79.03.18)2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3 月 03 日  第 160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9 名 

出席人數：                      21 名 

缺席人數：                       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rchi、Bright、Dental、Frank、

Obama、Otoko、Taylor、Tetsu、Wi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