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敬祝~父親節快樂!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1 日   第 1312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曜鑫投資執行長 謝鑫浩先生蒞

臨本社。 

敬祝本週社友 Stainless、社友 Herbert 夫

人，生日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

分假板橋彭園湘菜館舉行「慶祝父親節

晚會暨爐邊會」，敬邀社友父母親蒞臨

參與。 

(2) 社友蔡宗原 Kevin 公司產品目錄，請社

友自由取閱。 

(3) 社區服務-舞動年少，活力四射，謹訂

於八月十二日(星期日)下午二時假台

北市信義區香堤廣場舉行。 

 社友 Bright 介紹主講者： 

   姓名：謝鑫浩先生 

   現任：曜鑫投資執行長 

         11 年國內外期貨選擇權實務操作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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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貨投資解析 

 
 
 
 
 
 
 
 
 
 
 
 

 

曜鑫投資執行長 謝鑫浩先生 

金融交易是透過跟隨趨勢，找尋短期規律或

是資訊不對稱或是市場效率不彰時來獲取利潤。 

以交易者而言是屬於封閉的行業，因賺賠都不欲

人知，今天有幸能向社友介紹並一窺究竟。 

從事交易者是賭場的數學家，賭的不是運氣，而

是技術與資金，正確的觀念技術+資金控管才能

成為贏家。 

成功的投資，不在於預測未來而是了解市場的可

能變數及對手的反應。 

台灣期貨交易所於 1998 年開業，推出第一

項期貨商品－「臺股期貨」。並陸續推出，電子、

金融、小型臺指期貨、臺指選擇權…等股價指數

期貨商品。之後陸續推出，股票選擇權、10 年公

債期貨及 30 天利率期貨、美元計價黃金期貨、

股票期貨…等商品。 

2012 年 5 月底統計，期貨自然人開戶數 144 萬

戶，交易戶數 9萬戶，法人開戶數 9千戶，交易

戶數 600 戶，交易人數及成交量顯著成長，市場

規模持續擴大中。 

期貨的特性為以小博大，且是橫跨多項商品  

多空皆宜的國際性行業，若能了解風險及投資特

性，是投資人獲取財富之好管道。以台指期貨的

規則，操作標的是台指期貨，是一個會上下變動

的指數，在 8:45~13:45 這五個小時的開盤時間

當中，隨時都可押大(做多)或是押小(做空)，要

有 8萬 3千塊才可押一把，稱為原始保證金，當

然錢夠多一次可以押不只一把。指數跳動一點是

200 塊錢，如果在 8000 點做多，指數漲到 8010

時出場，就賺了 2000 塊。出場這個動作叫平倉  

當天進場當天平倉叫作當沖，進場的單子在收盤

前沒平倉就叫作留倉。如果一直賠到 6萬 4千塊

以下，就有人打電話叫你要補錢，不補的話場內

的單子就會被強制平倉必需要補到原本的 8萬 3

千塊才可以繼續再押。 

自交易當月起連續二個月份，視當時交易月份另

加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三個接續的季月   

總共有五個月份的契約在市場交易。每月結算一

次，當月第三個星期三，以最後結算日臺灣證券

交易所，當日交易時間收盤前三十分鐘內提供標

的指數之算術平均價訂之。   

指數選擇權，標的為台灣股價加權指數 50

元 1 點，分為買權/賣權，分別可以買進/賣出， 

買進一個希望，未來會長大/看多，賣出一個希

望給別人，賭他不會實現/看空。  

進入期貨市場，必須了解，期貨沒有公司的

實質獲利，完全是做價差，就這麼簡單，擬定作

戰計畫後，只要專注在價格走勢圖就好。 

就是設立一條線跨越了這條線不是黑就是白，沒

有灰色地帶，該多就多，該空就空，該停損就停

損，其他的不該多談。 

期貨市場的參與者都是可敬的對手，必須尊

重且瞭解其資訊，簡介如下：   

每日由期交所公布，前十大交易人，這是留倉

量超過整個市場一半的重量級人物。 

另外，三大法人領頭者，銀彈接近無限，多樣

商品多元化策略，手法靈活的外資，也佔有舉足

輕重之地位。 

還有，三大法人之一的自營者，訓練出許多殺

手級的交易人員，搭配電腦自動下單發動短線行

情。 

這些都是在期貨市場中該注意的對手 

對期貨市場有基本認知後，以這交易 3要件

來架構自己的交易系統：交易心理+交易方法+資

金管理。 

金融交易瞬息萬變，以老子哲學中的上善若

水，想像水的特性，運用在交易之上，不躁進、

不對決、勇於承擔停損。 

金融商品，多空都可以做，上善若水，跟隨

情勢變化，自然有應對的方法，應該依此賺錢，  

無須驚慌失措。 

建構交易方法，首先設定行事曆，並觀察操

作標的的技術分析位階，參考國內外相關資訊並

擬好配套措施，透過常用或習慣的交易工具進行

交易。 

實戰的精神在於應變，不在預測，因為交易

本身就是一場變換很快的遊戲，如果你不是進退

有據的話，你可能賺也賺得莫名其妙，虧也虧的

死不瞑目。 



資訊取得與資訊不對稱，常造成大波動，市場機

制的缺失，都是交易者必須關注且做出因應。 

想站穩金融交易的大聯盟，必須具備自信卻又勇

於認錯，認錯卻又不會氣餒的個性，認清自己個

性，建立出屬於自己的專屬交易系統，才能在金

融戰場上生存。 

 社長Land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謝執行長小

社旗，感謝其精彩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本社年扶輪基金認捐者】 

【保羅哈理斯之友】 

(1) 郭祐福(P.P.Fuku) US$1,000. 

(2) 郭昭揚(P.P.James) US$1,000. 

(3) 謝堂誠(Land) US$1,000. 

(4) 邱明政(P.P.Masa) US$1,000. 

(5) 陳萬祥(Roberta) US$1,000.  

(6) 劉炳華(P.P.Stock) US$5,000. 

(7) 邱仁賢(Sunny) US$1,000. 

(8) 林同義(P.P.Tony) US$1,000. 

(9) 郭道明(P.D.G.Trading) US$1,000. 

(10) 黃文龍(P.P.Wood) US$1,000. 

【永久基金】 

(1) 謝堂誠(Land) US$1,000. 

(2) 黃文龍(P.P.Wood)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 

(1) 郭祐福(P.P.Fuku) NT$10,000. 

(2) 郭昭揚(P.P.James) NT$10,000. 

(3) 謝姁恬(Land 千金) NT$10,000. 

(4) 謝密君(Land 千金) NT$10,000. 

(5) 謝斐帆(Land 千金) NT$10,000. 

(6) 羅國龍(Lobo) NT$10,000. 

(7) 邱明政(P.P.Masa) NT$10,000. 

(8) 陳萬祥(Roberta) NT$10,000. 

(9) 張茂樹(P.P.Shige) NT$10,000. 

(10) 李榮鏗(P.P.Smile) NT$10,000. 

(11) 林金結(Stainless) NT$10,000. 

(12) 邱仁賢(Sunny) NT$10,000. 

(13) 吳振斌(P.P.Tea) NT$10,000. 

(14) 郭道明(P.D.G.Trading) NT$10,000. 

(15) 黃文龍(P.P.Wood) NT$10,000. 

 

社區服務-捐血活動 
時    間：8月 22 日(星期三)10:00 
地    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 

(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主辦單位：新北市糕餅公會 

協辦單位：板橋北區社、板橋東區社 

           新北市社 

8/11 地區總監林慶明 Young 

伉儷蒞臨公式訪問 
【程序】 

11:00 會晤社長 Land、秘書 Otoko、社長當 

選人 Lobo  

11:30 社務行政會議 

會晤五大服務主委 

Gary、Stock、Fuku、Tea、Lobo 

會計 Roberta、職業主委 Smile、社 

區主委 Hero、國際主委 Shige、新世 

代主委 Master 

12:30 餐敍 

13:00 鳴鐘開會 

13:20 總監傳遞扶輪訊息 

14:00 鳴鐘閉會(合影留念) 

【備註】 

屆時參與會晤人員敬請攜帶「工作計劃書」 

、「有效能扶輪規劃指南」出席。 

屆時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並搭配總監致 

贈之領帶出席例會。 

 

舞動年少、活力四射 
時    間：8月 12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台北市信義區香堤大道廣場 

            (新光三越 A8、A9、A11 三館間） 

主辦單位：松陽社會福利事業基金會 

協辦單位：板橋東區扶輪社 

 

板橋社及其所輔導八社聯合例會 

時間：8月 18 日(星期六) 

地點：新北市農會(板橋區縣民大道一段 291 號) 

程序：12:00-5 樓註冊、午餐 

        13:00-3 樓鳴鐘開會 

主講：IDI 朝代國際集團總裁 柯耀宗先生  

講題：超級價值力-競爭優勢大改造(剖析創 

造價值的關鍵)  



本週節目 

七月二十八日 

第 1313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第一次爐邊會議」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七月二十九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彭園餐廳舉行。 

 

下週節目 

八月四日 

第 131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祐福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 

微創脊椎外科主任 鮑卓倫先生 

講      題：腰酸背痛保健 

 

敬祝 生日快樂! 

 吳晉福社友(07.30) 

 劉孟賜社友(07.3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08.03)41 年 

 王信興社友(08.03)34 年 

 

慶祝父親節晚會暨爐邊會議 

時間：7月 29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彭園湘菜館 

        (板橋區雙十路二段 293 號 4 樓) 

爐主：謝堂誠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7月21日   第131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6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Cathay、Decor、Duval、 
Gary、Herbert、Jerry、Just、Lankes、 
Main-Long、Master、Picasso、Roberta、 
Stainless、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Wood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1月07月21日   第1312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93,000
Bright 1,000 Land 7,000
Dental 1,000 Lawyer 1,000
Eric 5,000 Lobo 1,000
Frank 2,000 Masa 5,000
George 1,000 Otoko 1,000
Hero 2,000 Polo 1,000
Investor 4,000 Shige 1,000
James 1,000 Smile 1,000
Jason 1,000 Stock 2,000
Jeremy 1,000 Tea 1,000
Justice 1,000 Toms 1,000
Kevin 1,000 Tony 1,000
小計：      $44,000 總計：    $137,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24,150
AL 5,200 Life 5,200
Dental 5,200 Lobo 11,450
ENT 5,200 Long 5,200
First 5,200 Masa 5,200
Fuku 7,700 Sunny 5,200
George 5,200 Tea 7,700
James 5,200 Tony 5,200
Justice 5,200  
小計：      $89,250 總計：     $113,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