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4 日  第 1785 次例會 

 

 下午 1 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

會。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

學教育基金會副執行長謝松善先生、板

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社社長楊立楷先

生、秘書賴弈閎先生、會計張以柔小

姐、社友陳宜盟小姐、社友曾婉欣小

姐、領唱老師張智瑩女士蒞臨本社。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你好嗎?」、自

選曲「一隻小雨傘」、「朋友」。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週社友出席狀

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原訂 8月 15 日(星期日)舉行「慶

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因受疫情

影響，取消父親節餐敘以防疫為優

先。 

(2). 8 月 21 日下週六例會，邀請西門町

老天祿滷味總管 謝宜璋先生蒞臨

本社演講，敬請社友踴躍出席。 

(3). 本年度社友子女、孫子女若有考取

高中、大專、大學、研究所者，請

向余 s登記，社內預計於九月十二

日慶祝中秋節晚會時頒發獎學金、

紀念品予各位莘莘學子。 

(4). 社區服務-捐贈弱勢家庭孩童聖誕

禮物每份禮物 500 元，請各位社友

踴躍登記認捐。 

(5). 本年度認捐扶輪基金者，每顆請繳

納台幣三萬元。 

(6). 本年度認捐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

請繳納台幣一萬元。 

(7). 社內要募集二十萬元的扶輪移動式

正壓篩檢站，目前只募集到二萬

元，請社友踴躍登記認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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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2022 聯合反毒暨消除 C肝公

益路跑活動，謹訂於 11 月 27 日

(星期六)06:40 假內湖美堤河濱公

園舉行。欲參加者請於 9 月 17 日

前報名。 

(9). 社刊 8月 7日一般捐款內容，捐

款者應為 P.P.Stock 二千元誤植

為 Stone，行政作業疏失特此更

正。 

 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社社長楊立楷先

生致詞：今天是七夕情人節，祝福各位

情人節快樂。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主持歡喜紅箱

時間。 

 前社長吳得利 I.P.P.Polo 介紹主講者

簡介： 

姓名：謝松善先生 

出生：民國 44 年 8 月 4日 

學歷：美國康乃狄克州紐海芬大學刑事 

鑑識碩士、中央警察大學警政研 

究所刑事科學組碩士 

曾任：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鑑識中心 

主任 

現任：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 

育基金會副執行長 

著作：1.阿善師的告白：一位老探長的 

鑑識實錄 

      2. 臺灣大案鑑識現場  

我是冤枉的―刑事鑑識與

司法正義 

 

 

 

 

 

 

 

 

 

財團法人李昌鈺博士物證科學教育基金會 

副執行長 張松善先生 

沒有一個案件是喜悅的 

我從一個膽小、害怕血腥場面的警界菜鳥，

到成為台灣第一位鑑識中心主任。這一路走

來，見證了鑑識領域，從不受重視的「冷衙

門」，翻身成眾人爭搶的熱門單位。 

民國 69 年震撼全國的「林宅血案」，由於當

時鑑識知識不普及，現場跡證被嚴重破壞，

加上兇手作案專業，即便投入龐大資源，至

今仍無法破案。 

林宅血案的巨大衝擊，讓我決心留在鑑識領

域，期盼能改變台灣混亂的鑑識環境。 

有感「生命無常」，提早離開體制 

隨著李昌鈺對鑑識的大力提倡，以及台灣社

會觀念的進步，這幾年，刑事鑑定學愈發受

到重視，在警大甚至成為最搶手科目之一。

然而，我卻選在鑑識愈來愈受矚目時，提早

卸下刑事鑑識中心主任職務。 

提早退休的理由很簡單，看過太多生命結

束，周遭不少警察朋友，工作長期日夜顛

倒，身體也受到影響，於是我毅然決然離開

體制，用自己喜歡的方式，享受人生後段的

生活。我想站在體制對立面，挑戰台灣司法

制度的「一言堂」。 

「要有專業的人，才能看出專業的問題。」

就像檢察官、法官能真的掌握醫療糾紛的癥

結嗎？即便是被告，是不是也需要有具備專

業的人為他維護權益？ 

「公家機關不是絕對正確的，被告、原告立

足點要平等，」在美國，私人鑑定制度行之

有年，被告可以聘請私人鑑定，在法庭上，

讓專家對專家、專業對專業，「但台灣這方

面的觀念，仍有待加強。」 

鑑識，是替受害者發聲的最後一道防線 

現實不像影集，可以一次次地偵破各種懸案

及冤案。懸而未破的林宅血案，江國慶、蘇

建和等，迄今仍是疑點重重、真相未明的案

子，「裡面有太多故事跟細節，不是三言兩

語可以講清楚的。」 

法律上判定無罪，就等於無辜嗎？答案是否

定的。我一直相信：即便司法懲治無法達到

司法正義，但道德的懲治、因果循環報應，

一定會如影隨行。 

「對我來說，這才是真正對當事人的無期徒

刑。」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阿善師，感謝

精湛演說。也感謝阿善師回贈他的著作



「臺灣大案鑑識現場」予本社。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報告本週社友

紅箱收入。 

 下午 2時 45 分，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2021-2022 聯合反毒暨消除 C肝公益路跑活動 

一、時    間：11 月 27 日(星期六)06:40 集合、07:30 開跑 
二、地    點：內湖美堤河濱公園 
三、報名日期：即日起報名(2021 年 9 月 17 日止) 
四、報名方式：以社為單位統一彙整 
五、報 名 費：a.活力健康組 5K 組/ 600 元人 

b.奔放自我組 10K 組/ 700 元人 
c.陽光挑戰組 21K 組/ 800 元人 
報名費以社為單位統一收取匯款至地區。 

六、活動人數：各社至少報名 20 人 
 

2021-2022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87,000】 

黃文龍 US$50,000. 
徐明偉 US$4,000. 
徐明偉 US$1,000.(WCS 花蓮識字計劃) 
徐明偉 US$5,000.(台馬青創烘培坊計劃) 
郭昭揚 US$5,000.(台馬青創烘培坊計劃) 
郭昭揚 US$5,000. 
郭道明 US$10,000. 

何文章 US$1,000.(台馬青創烘培坊計劃) 
李水日 US$1,000.(台馬青創烘培坊計劃) 
黃伯堯 US$1,000. 
羅國龍 US$1,000.(台馬青創烘培坊計劃) 
羅致政 US$1,000.(WCS 花蓮識字計劃) 
李榮鏗 US$1,000.(WCS 花蓮識字計劃) 
吳振斌 US$1,000.(根除小兒痲痺)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570,000.】 

黃文龍 NT$350,000. 

徐明偉 NT$10,000. 

何文章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劉炳宏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陳嘉偉 NT$10,000. 

鄭德文 NT$10,000. 

羅國龍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陳萬祥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吳振斌 NT$10,000. 

蕭慶安 NT$10,000. 

林燕妮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廖秀蘭 NT$10,000.

 

地區來函-請推薦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24-2025 年度總監候選人 

一、按國際扶輪細則第十二章第 12.010 條之規定，函請各扶輪社推薦本地區 2024-2025 年 

度地區總監候選人。 

二、依第三十一屆地區年會提案表決第三案辦理，本年度採總監提名委員會並由所有前總擔 

任委員。 

三、其參選資格及地區總監任務(附件一)等詳載於國際扶輪細則第十六章條文規定，各社推

薦之總監候選人必須具備此相關資格條件，始能接受提名。 

四、地區總監候選人將推薦書及資料表(附件二)、宣誓書(附件三)，經社長、秘書及候選人

簽署後，連同扶輪社推薦公函於 2021 年 10 月 12 日前(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寄至地區

辦公室。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一日 

第 1786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鄭德文 P.P.Just 

主  講  者：西門町老天祿滷味 

總管 謝宜璋先生  

講      題：台北城的滷味達人-老天祿 

 

下週節目 

八月二十八日 

第 178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張正鳴前社長(47.08.26) 

邱顯清社友夫人(56.08.27)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14 日 第 178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20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1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Bright、

Coach、Davie、Decor、Frank、Kay、

Kenny、Leo、Oki、Stock、Taylor  

三、祝您旅途愉快! 

    Jimmy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14 日 第 178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272,000 

Benson 3,500 Life 1,000 

Cathay 1,000 Lobo 1,000 

Dental 1,000 Otoko 1,100 

ENT 1,000 Polo 1,000 

Eric 1,000 Roberta 1,000 

Hero 1,000 Shige 1,000 

Jack 1,000 Smile 1,000 

James 1,000 Stone 2,000 

Jason 1,000 Tea 1,000 

Jey 1,000 Trading 1,000 

Just 1,000 Will 500 

King 10,000 Wood 1,000 

小計：    $36,100 總計：      $308,100 
 
扶青社 承上期：     $4,000 

Benson 1,000 Will 500 

Smile 1,000 Wood 1,000 

Trading 1,000   

小計：     $4,500 總計：       $8,5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37,600 

King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345,300 

 

2021-22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

已經開始受理申請 
一、獎助對象：就讀於國內各大學研究所在

學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 

二、獎學金額： 

博士班：每名新台幣十八萬元。 

碩士班：每名新台幣十三萬五千元。 

三、申請日期：申請人於 2021 年 8 月 16

日起至 9月 30 日止，填妥申請書二份

連同相關證明文件向戶籍所在地區或

就學地區扶輪社提出申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