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12 日   第 1276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奇唯科技總經理林齊癸先生、來賓

喬溢企業有限公司負責人李郁文第三次蒞臨

本社、台灣慈幼會副會長李榮鏗先生、楊桂枝

小媽劉金生先生、何添裕先生、陳曉瑩小姐、

何任軒先生、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秘書林

品宏先生、吳士廉先生、鄭翔龍先生、謝準提

先生、吳淨詩小姐、陳冠廷先生、吳雅馨小姐、

孫孝儒先生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社友 Life、P.P.Jack、社友 Picasso、

社友 Master、社友 Archi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Sun-Rise 結婚 38 週年快樂! 

 新社友李錫泉先生(Main-Long)入社儀式，由

社員發展主委 P.P.ENT 監誓新社友 Main-Long

宣誓入社宣言，在由 P.P.Masa 配帶扶輪徽章、

名牌，社長 P.P.Wood 致贈本社小社旗、扶輪

資料，簡單隆重完成新社友 Main-Long 入社儀

式。 

 

 

 

 

 

 

 

 

 

 

 

 

 秘書 P.P.Tea 報告： 

(3) 社區服務-書法比賽決賽，謹訂於 11 月

13 日(星期日)09:30 假光復國中舉行。 

(4) 社區服務-贊助新北市生命線協會防止 

自殺巡迴講坐，謹訂於 11 月 15 日(星 

第廿五卷 第十七期 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出版 2011/Nov/12 Vol.25 No.17



期二)11:30假新北市生命線協會舉行。 

(5)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

合登山活動，謹訂於 11 月 26 日(星期

六)08:30 假三峽大阪根舉行。歡迎社

友、寶眷踴躍報名參加。 

(6) 感謝秘書 P.P.Tea 致贈全體社友農民

曆。 

(7) 「愛的輪轉-懷念老歌慈善演唱會」謹

訂於 12月 23 日(星期五)18:00 假新北

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本分區八社每社配票張數為… 

2000 元(一樓)-二張請社長認購 

       1000 元(一樓)、500 元(二樓)-各十張 

請社友認購。 

 社區服務-贊助台灣慈幼會貧困孩童獎助

金，希望提升貧困孩童課業成績。 

由社區主委 Sunny、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

致贈獎助金五萬元、小社旗予台灣慈幼會副

會長李榮鏗先生。 

 

 

 

 

 

 

 

 

 

 

 

 社區服務-頒發板橋東區扶輪青年服務團年

度經費，希望青少年藉由這個扶輪社這個團

體學習以及成長。 

由社區主委 Sunny、社長 P.P.Wood 代表本社

致贈年度經費、小社旗予板橋東區扶輪青年

服務團秘書林品宏先生。 

 

 

 

 

 

 

 

 

 

 

 

 社友 Archi 介紹主講者： 

姓名：林齊癸先生 

學歷：亞東工專電機科 

      泰山職訓師資養成班 

曾任：至善工商教師、NCR 維護工程師、儒 

      碩資料軟體工程師、凱衛資訊軟體工 

程師、嘉騰資訊研發經理、奇唯科技 

研發經理 

現任：奇唯科技總經理 

股市虛擬交易所 

 

 

 

 

 

 

 

 

 

 

 

 

奇唯科技總經理 林齊癸先生 

一、什麼是虛擬交易所? 

模擬股票投資-虛擬實境達到學習目的。 

實際市場價量-排除程式、人為操控，杜絕賭 

  博行為。  

貼近實體市場-模擬操作、組合競賽，寓教於 

樂。 

二、虛擬交易規則說明 

(1)會員資格(開戶資格)  

    -原 PCHOME 會員，須重新加入成為虛擬交易 

所會員。 

    -新會員直接加入成為虛擬交易所會員。 

(2)服務開通  

   -每日 15:30PM 後 

(3)交易日期、時間  

   -與實體市場同步  

(4)交易標的  

   -僅限集中、店頭的普通股(權証、基金、 

ETF、可轉債、管理股/全  額股…等。暫不 

提供虛擬交易)  

(5)交易方式 

   -信用交易(含當沖、斷頭結清及追繳結算、 

停資券等) 

   -除權息(增/減資之除權配股、除息入金)  



(6)撮合介紹  

   -同實體市場 

(7)庫存帳務  

   -手續費、証交稅、資券利息及擔保維持率 

計算、庫存持股、銀行餘額、資產績效計算 

等。  

三、坊間虛擬交易產品概述 

(1)非即時及 End of Day  

   -預約單，收盤結算。 

(2)即時  

-可信用交易、當沖、扣稅計息，但無除權 

息。 

(3)即時  

-可信用交易、當沖，但無扣稅計息、除權 

息功能。 

四、投資人如何應用虛擬交易所成為智富好手 

投資新手或學生 

感受台股交易實際情境、熟悉網路下單操作介

面、透過社群機制互動學習。 

已有投資經驗但大多聽明牌或當沖新手 

新聞報導、投顧解盤消息來源驗證追蹤虛擬交

易，理性思惟，心情不用跟著上沖下洗詳實紀

錄買賣歷程，有助個人投資決策擬訂，認識信

用（含當沖）交易，向專業投資目標邁進。 

專業投資人或當沖老手 

與主力對做最佳操盤練習環境，測試個人投資

實力，詳實紀錄買賣歷程，有助個人投資心法 

擬訂程式模擬交易設計。 

 社長P.P.Woo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小社旗

予林總經理，感謝其精湛解說。 

 出席 Life、代理糾察 Polo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社區服務- 

贊助珍愛生命巡迴講座 
時間：11 月 15 日(星期二)11:30 

地點：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社會越來越多元，我們必需加強社區民眾正

向積極的價值觀、建構良好的抗壓能力並教育社

區民眾「尊重生命，抗壓有道」之觀念。 

本社 96 年開始不間斷的，贊助新北市生命

線協會舉辦「關懷生命之校園巡迴宣導」，至去

年發印製漫畫版的珍愛生命資源手冊，到今年的

珍愛生命公仔吊飾…為的就是從校園深根教育

學子珍愛生命的觀念，進而降低社會自殺率，也

讓保受惡魔腐蝕的人，得以藉由專業團體減少輕

生念頭。 

 

 

 

 

 

 

 

 

 

 

 

 

由社區主委 Sunny、副社長 P.P.Smile 代表本社

致贈贊助款五萬元。 

社區服務- 

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日)09:30 

地點：光復國中 

在目前重視才藝發展的教育體制下，此次投

稿參與初賽的人數眾多，能進入決賽者只有二百

多位。在決賽當日，參賽者幾乎是全家總動員一

同蒞臨比賽會場。看到參賽者實力逐年提昇，加

上民眾的認同與肯定，讓本社與新北市書法學

會、板橋北區扶輪社絲毫不敢懈怠希望活動能辦

的一年比一年好。 

 

 

 

 

 

 

 

 

 

 

 
 

社友Tom公子林智文先生婚宴 
時間：11 月 19 日(星期六)18:00 

地點：台北水源會館二樓牡丹廳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6 號 2 樓)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九日 

第 127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昭揚 
主  講  者：台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林火旺先生 
講      題：珍惜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六日 

第 1278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6 日(星期六) 

        08:30 薰風大廳集合領取毛巾、帽子 

、水、早餐 

        09:00 登山 

        11:30 用餐、摸彩活動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備註：當日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 24 屆製作之 

休閒服出席活動。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嘉偉社友(11.25) 

吳振斌前社長(11.28) 

林忠慶社友(12.01)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11.26) 

黃伯堯前社長夫人(11.27) 

何文章社友夫人(11.29) 

陳嘉偉社友夫人(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邱明政前社長(11.19)54 年 

謝堂誠社長當選人(11.23)35 年 

張正鳴社友(11.24)26 年 

張富逸前社長(11.25)9 年 

程文金前社長(11.26)8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11月12日   第127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27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10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Bank、Bright、Cathay、 
Decor、Duval、Frank、First、Jerry、 
Jeremy、Lawyer、Master、Picasso、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Dental、Hero、Jack、James、King、Land、 

Lobo、Stock、Sun-Rise、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1月12日     第127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555,600
Archi 4,000 Shige 1,000
Coach 2,000 Smile 1,000

Eric 2,000 Stainless 1,000
Fuku 1,000 Sunny 2,000
Life 2,000 Tea 1,000

Main-Long 5,000 Tony 1,000
Masa 1,000 Trading 1,000
Polo 1,000 Wood 3,000

Roberta 1,000 林齊癸 3,000
小計：       $33,000 總計：      $588,600

 

乙、扶青團 承上期：    $58,500
Eric 8,000 Stainless 1,000
Fuku 1,000 Sunny 2,000

George 2,000 Tea 1,000
Masa 1,000 Tony 1,000
Roberta 1,000 Trading 1,000

Smile 1,000 Wood 2,000
小計：       $22,000 總計：      $80,500

 

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51,700
Jerry 10,400 Kevin 5,200
ENT 7,700 Main-Long 3,400

Eric 7,700  
小計：       $34,400 總計：      $486,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