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3 月 24 日  第 1295 次例會 

 

 社長 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資深財經記者許啟智先生蒞臨本

社。 

祝福本週壽星 Justice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ust、Jeremy、Bank、Noni，結婚週

年快樂! 

祝福 Lobo、Polo 結婚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Otoko： 

(1) 感謝社友 Noni 致贈全體社友，諾麗微泡

飲。 

(2) 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三月二十五日

(星期日)下午二時三十分假社館舉行。 

(3)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三十日

(星期五)上午九時二十分報到、上午九時

五十分開球假礁溪球場舉行。 

(4) 社友 Junior 千金陳惟柔小姐結婚請柬，

放置各位社友桌上請攜回。 

(5) 4 月 21 日(星期六)地區年會假宜蘭運動

公園舉行，欲參加之社友請儘速報名。 

 新社友許興國(Noni)入社儀式。 

首先由社員主委Hero監誓新社友Noni宣誓入

社宣言，委請 P.D.G.Trading 配帶扶輪徽章、

社員名牌，在由社長 P.P.Wood 致贈本社小社

旗、扶輪資料，簡單隆重完成新社友 Noni 入

社儀式。 

 
 

 

 

 

 

 

 

 

 社友 Master 介紹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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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許啟智先生 

曾任：智富網主筆 

錢雜誌編輯 

萬寶周副總編輯 

      Smart 上市上櫃公司投資總覽副總編 

ETtoday 東森新聞報財經組組長 

現任：資深財經記者暨暢銷作家 

出版：股市獲利一日通 

財務報表一日通 

衍生性金融商品學習地圖 

選擇權入門學習地圖…等書 

最佳投資策略 

 
 
 
 
 
 
 
 
 

 

 

 

資深財經記者 許啟智先生 

我趁早布局，然後靜待法人抬轎，再等到媒

體大肆報導曝光，股價拉到相對高檔後，一舉收

網。之後就只需關心而不用費心，等到年底再來

做個總體檢，為來年投資做準備。目前推薦的各

股為：大豐電、新光保全、潤泰全、潤泰新。 

層層過濾只留 3檔核心持股 

「先立於不敗之地」是我選股的最高原則。我手

中的持股，一定不會超過三檔，每年底從經濟狀

況、產業前景，再到個別公司一一過濾後，我只

會留下三檔左右的股票。 

買進被誤判的股票，賣出各媒體都追著跑的股

票 

選股秘技，法人介入不多的股票就是其一，所以

像台積電、聯電這類股票不會是首選，另外，月

營收出現 25％快速成長而毛利沒有下降的公

司，我特別有興趣，最後抹去腦中對黑馬股的記

憶，我會去尋找過去一年沒有飆漲，甚至是由虧

轉盈的股票，因為我認為從醜小鴨變天鵝的故事

最讓人驚艷。 

了解股市是個不理性的市場，被誤判的股票會超

跌，被法人、媒體追捧的股票也會超漲，所以在

股價漲高後，當我見到報章雜誌不時出現相關新

聞時，我就開始收網了。台股是個淺碟型市場，

有一波到底的特性，何況產業循環一定會出現，

所以我不是個長期投資的奉行者，對於漲多的股

票，他絕對不會戀棧，只要獲利達三到五成，隨

時準備出場。 

用大股東心態做股票 

十拿九穩的投資功力，其實也是歷經多年的淬煉

而來。1985 年我開始了我的投資生涯，與其他散

戶一樣，我也頻繁進出股市，每一檔股票買個

二、三張，總希望能賺 3、5000 元貼補家用，不

過，費盡心力來來去去的結果，財富就是不長

進，甚至在 1987 年因為發生雷伯龍事件，過去

用漲停板都買不到的股票一下全都買到了，那一

次不僅賠上我全部家當，還連累老媽必須拿出積

蓄來幫忙度過難關。 

經過七、八年歷練，也繳交高額學費後，我的投

資邏輯轉變為以大股東心態來做股票，所以我不

再頻繁進出，一年只鎖定三檔股票然後一次出

手，儘管有時候獲利不如預期，但因為把最壞情

況都已考慮進去（股價不漲，起碼賺股息），所

以投資不曾侵蝕本錢，而保守估計我每年投入股

市的金額都會成長三到四成。 

 社長P.P.Woo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車馬

費、小社旗予許先生，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Toms、代理糾察 P.P.Shige，報告

本週社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2012-2013 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    間：5月 19 日(星期六) 

地    點：花蓮高工 

參加人員： 

社長  謝堂誠 Land 

秘書 賴建男 Otoko 

會計 陳萬祥 Roberta 

社員主委 王信興 Gary 

公共關係主委 吳振斌 P.P.Tea 

扶輪行政主委 羅國龍 Lobo 

服務計劃主委 劉炳華 P.P.Stock 

社區主委 劉炳宏 Hero 

職業主委 李榮鏗 P.P.Smile 

國際主委 張茂樹 P.P.Shige 

新世代主委 羅致政 Master 

扶輪基金主委 郭祐福 P.P.Fuku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 2011~2012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第五次社長、秘書聯誼會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星期日)下午二時 

二、地點：板橋六扶輪社會議室(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16 巷 8 號 11 樓） 

三、出席：略 

四、列席：略 

五、主席：板橋群英社社長： Ali    鶯歌社社長：Tony            土城中央社社長：Valve 

  紀錄：板橋群英社秘書： Scott  土城中央社秘書：Accountant 

六、會議開始：請板橋群英社社長 Ali 宣佈開會 

七、討論事項： 

案由一：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謹訂於 2012 年 5 月 20 日(星

期日)上午十時假樹林海產大王（樹林區大安路 16-1 號）舉行，提請討論。 

說  明：由板橋西區扶輪社、大漢溪扶輪社、三峽扶輪社主辦 

決  議：第六次社長秘書聯誼會議時間修正為上午十一時開會，會議日期及地點照案通過。 

提案人：土城中央扶輪社社長楊大中  

案由二：為落實國際扶輪社 ROTARY 之精神，輪流並普及更多分區之有服務熱誠之社友為地區總監 

        一職有更多服務的機會，便於日後提名輪序有所依循，特提案四七分區與二分區獨立輪 

        序，提請討論。 

說  明：請土城中央社社長 楊大中說明。 

決  議：經表決結果：本次社秘會不對此議案表決，請各位社長回社裡求取社內共識後下次再議。 

八、散會：下午四時由土城中央社扶輪社長：Valve 宣布散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 

程序表： 

4 月 20 日(星期五)蘭城晶英酒店(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18:00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保羅哈里斯之友晚宴 

4 月 21 日(星期六)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9:40 開始用餐 

11:00 社友進場、貴賓進場 

12:00 鳴鐘開會 

15:33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地區領導人培訓研習會 

【提案討論】 

黃文龍、吳振斌 

【分組討論】 

社員服務組：劉炳宏、服務計畫組：李榮鏗、扶輪基金組：林同義 

公共關係組：張富逸、行政管理組：謝堂誠 

17:12 頒獎表揚(一) 

19:30 扶輪之夜 

4 月 22 日(星期日)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8:50 社友進場 

10:05 頒獎表揚(二) 

12:20 惜別午餐會 



本週節目 

三月三十一日 

第 1296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YEP Inbound 學生邱宥珣小姐生活報告 

 

下週節目 

四月七日 

第 129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陳萬祥 

主  講  者：法藍瓷公司 

              行銷總監 葉皓城先生 

講      題：文化創意如何成就為產業商機 

 

敬祝 生日快樂! 
李錫泉社友(04.01) 

王信興社友(04.01) 

賴建男社友(04.05) 

羅國龍社友夫人(04.01) 

劉炳宏社友夫人(04.0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黃明志前社長(03.31)48 年 

林金結社友(04.04)13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3 月 24 日  第 129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3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7%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Bank、Coach、Decor 
Duval、Herbert、Jason、Jerry、Main-Long、 
Picasso、Sunny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King、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3 月 24 日   第 1295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50,700
Dental 1,000 Master 1,000

Fuku 1,000 Noni 5,000
George 1,000 Otoko 1,000
Hero 2,000 Roberta 1,000

Jack 100 Shige 1,000
Jeremy 2,000 Stock 1,000
Justice 2,000 Trading 2,000

Land 1,000 Wood 6,000
Lankes 1,000  
小計：       $29,100 總計：      $979,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27,400

Frank 5,200 Otoko 5,200
Just 5,200 Stock 7,700
小計：      $23,300 總計：     $950,700

友社授證慶典 

【三重泰安扶輪社 3週年】 

時間：4月 5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會館 

【三重百福扶輪社 1週年】 

時間：4月 11 日(星期三)17:30 

地點：三重珍豪飯店 

【新北市百合扶輪社 4週年】 

時間：4月 13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君悅飯店 

【三重東區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4月 1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蘆洲典華飯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