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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張泰⻄ 社友(53.04.26)Stone 
 

 

 

 

 

 

 

 

 

 

 

 

 

 

 

 

 

 

 

 

 

 

 

 

時間：107年 4月 12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   紀錄：張泰西  代理秘書 

出席：陳福源、阮良雄、林傳傑、楊東卿、蕭錦聰、 

薛銘鴻、劉紹榮、邱馳翔、高建順、曾文淵、 

張泰西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三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五月三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六九次

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

聯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四月二十九日

(星期日)於北埔第一棧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五月十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七○

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授證 51 週年

紀念慶典，變更例會時間於五月六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卅分於板橋凱撒大飯店舉

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原訂五月十七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七

一次例會，為舉辦第四次爐邊會議暨慶祝

母親節，變更例會時間於五月十三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卅分於板橋吉立餐廳舉

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有關高智堅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社費暫停計算，強力慰留。 

第六案：有關陳永洋社友申請退社案，提請討論。 

決  議：社費暫停計算，強力慰留。 
 

三峽建安國小特色遊學課程 
認識及觀察螢火蟲 

時間：107年 4月 28日(星期六) 

地點：三峽建安國小(新北市三峽區建安路 67號) 

當天遊覽車時間： 

下午 1：00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1：10新埔捷運站 2號出口-馥華飯店 

晚上 8：00返回板橋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陳嘉彬社友 台灣教授協會 

 肆萬貳仟伍佰元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肆萬貳仟伍佰元 

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本社訊 

本社例會地點預定於 107 年 5 月 24 日(星期
四)開始於板橋凱撒飯店舉行例會，敬請各位
社友留意開會地點之變更，感謝。 

四四四四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感謝您    

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春季旅遊 

◎感謝 Gas 社長準備車上點心餅乾、水果並

贈送伴手禮，南投名產竹山地瓜一箱。 

◎感謝 Tiger社友提供水果-香蕉、橘子。 

◎感謝Genial社友贈送伴手禮-竹山名產禮盒。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賦稅人權與台灣的未來    

 

聯合國 NGO世界公民總會(台灣) 李斐隆 秘書長 

不正常的徵稅環境不正常的徵稅環境不正常的徵稅環境不正常的徵稅環境 

1.把稅收當成政府賺錢的工具，超增幾乎成常態。 

2.沒有法源的稅務獎金是養廉還是養貪？ 

3.以未經立法院通過的解釋函令 9528條，隨便開

稅單。 

4.引用納粹時期「經濟實質的宏觀角度」課稅手

法，造成稅單國稅局開了就算。 

5.可以恣意認定逃漏稅（可加計 1-10倍罰） 

6.行政救濟失效形同虛設，形成沒人節制國稅局。 

造成稅災案例造成稅災案例造成稅災案例造成稅災案例 

1.曾教授：火災賠償認定為個人收入… 

2.葉揚春：技術入股認定為薪資所得… 

3.黃文皇：公益律師認定之遺產管理不當… 

4.贈與稅：認定贈與需補稅加罰款… 

5.楊梅銅製品代工：認定虛開發票… 

6.太極門：稅災冤案集大成… 

7.奢侈稅未試行，害到不懂稅法的人民... 

8.吳小姐不是補習班負責人，補習班老闆欠稅跑

路，國稅局向非負責人的吳小姐追稅… 

9.沒有經過輔導程序直接認定公司逃漏稅，要求

協商補稅… 

收到收到收到收到税税税税單單單單—複查複查複查複查—訴願訴願訴願訴願—行政行政行政行政法院法院法院法院 

1.恣意認定所得性質開出稅單或認定逃漏稅加罰

款。 

2.人民不服提出複查，但基本上複查都不會改變。 

3.人民不服可以去財政部進行訴願，但須先繳一

半的稅金/罰款或提出抵押。 

4.基本上訴願制度是擺著好看。 

5.訴願輸了，就到行政法院提出告訴，但是人民

的稅務案件在行政法院敗訴率高達 94%以上。 

6.就算不小心贏了，行政法院不會撤銷稅單，只

會撤銷處分，再送還國稅局另為適法處分，造

成人民贏了不算贏，因為國稅局會把金額減一

點，再開出新的稅單，這就是很荒謬的萬年稅

單。 

五大訴求五大訴求五大訴求五大訴求 

1.賦稅人權入憲，廢除違法函釋 

2.平反稅務冤案，終結萬年稅單 

3.廢除稅務獎金，杜絕違法徵稅 

4.歸還超徵稅收，嚴懲濫稅官員 

5.公開公正遴五納保官和稅務法官 

十大建言十大建言十大建言十大建言 

1.課稅必須嚴格遵守正當法律程序，開出稅單前

應依職責調查，並讓人民有陳述意見和知的權

利。 

2.課稅必須有憑有據，由稅捐機關負責舉證，不

可以要求人民自證無稅。 

3.任何課稅都必須有明確的法律依據，不得濫用

實質課稅原則，不能稅捐機關說了算！ 

4.稅捐機關無法證明納稅人蓄意逃漏稅，就不能

課處罰鍰。 

5.財政部訴願委員會應全部由具獨立性之專家學

者擔任，以求公開、公平、公正。 

6.廢除「訴願前必須先繳納半數稅款或提供擔

保，否則移送強制執行」的規定，保障人民訴

願救濟的權利。 

7.全面檢討財政部解釋函令，牴觸憲法、兩公約

和法律規定者，全部廢除。 

8.從發出原始稅單起算，若在五年內無法確定稅

額，就不能再行核課。 

9.納保法漏洞百出（如納保官、稅務法官遴選欠

缺獨立公正及不合理的課稅期限等）應由專家

學者進行全盤檢討進行修法。 

10.立即廢除檢舉獎金及稅務獎勵金制度。 



 

 

 

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 年 4 月 29 日(星期日) 

地點：北埔第一棧 

(新竹縣北埔鄉水際村 3 鄰 31-1 號) 

當天行程如下： 

下午 1：50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2：0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 

3：00 大自然文化世界 

5：00 北埔第一棧 

晚上 9：30 返回板橋 

 

板橋⻄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慶典 
時間：107 年 5 月 3 日(星期四) 

地點：板橋凱撒大飯店 3 樓 

(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二段 8 號) 

參加人員：Gas 社長、P.P.Oral、P.P.Archi、I.P.P.Bank、

Wireless 社長當選人、Park 祕書、

Stock、Life、Tea、Wine 

 

 

 

 

 

 

 

 北大光榮扶輪社蒞臨訪問圓滿成功!!106.07.13 

2017-18 年度第 22 屆板橋扶輪社獎學金得獎名單 時間：107 年 4 月 20 日 下午七時 地點：本社會議室  
本次申請學生共計 25 名，於 4 月 12 日初審後，選出可參加複審面

談學生 10 名。於 4 月 20 日複審面談後，決定得獎名單學生共 7 名，

其中 Gas 社長夫人贊助一名，P.P.Glue 夫人及 Park 祕書夫人贊助

一名。 

時間：107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五)  地點：本社會議室 

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得獎名單如下：：：：    

姓名 性別 就讀學校 科系 年級 
陳怡靜 女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資訊科學系 二年級 

曹采薇 女 中國文化大學 國際貿易學系 三年級 

彭怡文 女 台北市立大學 幼兒教育學系 二年級 

林揚智 男 台北醫學大學 藥學系臨床藥學組 三年級 

黃品瑄 女 真理大學 台灣文學系 二年級 

李欣錦 女 致理科技大學 多媒體設計系 四年級 

游佳穎 女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 
會計資訊科 

(五專日間部) 
四年級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69 次例會 

                        107 年 05 月 03 日 

●原訂五月三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六九次

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園扶輪社聯

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四月二十九日(星期

日)於北埔第一棧舉行。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68 次例會 

                        107 年 04 月 26 日 

●授證 51 週年籌備會議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9 名    補出席人數：20 名 
出席人數：48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Boss,Canon,Duke,Frank,Golf,Infinity,Jamie 

Jet,Printer,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Kenyu 社長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June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Hanson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Kimi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Kathryn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Lan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Honey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Hank 北大光榮扶輪社 本 社 

曾金川 總經理 竑安企業有限公司 本 社 

呂建峰 副理 玉山銀行 本 社 

林金保 執行長 荒野基金會 本 社 

Benson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Wayson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1,249,616 

ALAN 第三期 4,250 

BUILDING 第四期 4,250 

DIAMOND 第三期 6,250 

DIAMOND 第四期 6,250 

GENIAL 第四期 6,250 

IMPLANT 第三期 4,250 

IMPLANT 第四期 4,250 

JUDGE 第四期 4,250 

JYI-LIH 第四期 4,250 

LIFE 第三期 4,250 

LIFE 第四期 4,250 

OCEAN 第四期 4,250 

ORAL 第三期 4,250 

ORAL 第四期 4,250 

TECH 第三期 4,250 

TECH 第四期 4,250 

POST 第四期 4,250 

CARE 第四期 4,250 

STONE 第四期 6,250 

JET 第一期 4,250 

JET 第二期 4,250 

JET 第三期 4,250 

ALEX 第四期 6,250 

ARCHI 第四期 6,250 

SERVICE 第四期 4,250 

BANKER 第四期 4,250 

VICTOR 第四期 4,250 

合計  126,750 

累計  1,376,366 

一般捐款 

Kai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Green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Charles 

1.歡迎李斐隆祕書長蒞臨演

講 2.歡迎北大光榮社來訪  

3.歡喜女兒金榜題名 

10,000 

Pipe 
感謝 Mark 社友介紹順利承接

印尼引水工程 
1,000 

李斐隆 講師費回捐 3,000 

北大光榮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計  19,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Stone 
1.歡喜北大光榮扶輪社來訪 

2.主講老師精彩演講 
2,000 

Tech 04.25 生日快樂 1,000 

Syo-Tei 04.2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4,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