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節的由來】 

    當然最有名的就是美國母親節的典故。在美國，最早 

關於母親節的記載是 1872 年由茱麗雅 Julia Ward Howe

（The Battle Hymn of the Republic 的作者）所提出的，

她建議將這一天獻給「和平」。       

後來 1907 年，費城的安娜（Ana Jarvis）為了 發起

訂立全國性的母親節而活動。她說服了她母親所屬的、位

於西維琴尼亞州的教會，在她母親的忌日（五月的第二個

星期天），舉辦母親節慶祝活動，後來也成為安慰歐戰中

失去兒子、或先生的女性。在當天，人們

配戴康乃馨向母親致敬。母親尚健在者，

佩帶紅色康乃馨；若母親已過世，則佩帶白色，以表示內心的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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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04 月 20 日   第 1351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感謝 P.P.ENT、Jason

伉儷、Master 夫人擔任領唱。 

 聯誼 Stainless： 

歡迎主講者資深財經記者許啟智先生、領唱

老師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Coach、Hero、Ming-Long 夫人、

P.P.First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Herbert、P.P.Fuku，結婚週年快樂! 

練唱授證合唱歌曲「我的一顆心」、「恰似

你的溫柔」。 

 秘書 Otok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四月份理事會，敬請

全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27屆第三次理事當

選人籌備會議，敬請理事當選人留步參

與會議。 

(3) 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六)之例會為舉辦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五次爐邊會議」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四月二十八日(星

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

廳舉行。 

(4) 名牌架上放置四-六月份繳費通知單，敬

請全體社友攜回並於下次例會時攜帶費

用繳納。 

(5) 為編製授證第二十六週年特刊，欲更新

大頭照、全家福照片者，請於下次例會

時攜帶繳予余 s。 

(6) 為籌備授證合唱表演，敬邀社友夫人於

五月二十五日、六月一日二次例會，蒞

臨社內練習合唱歌曲。 

(7) 感謝社友 Jason 致贈全體社友「石春山

SAX 雅集」薩克斯風音樂 CD。 

 前社長 Smile 介紹主講者： 

姓名：許啟智先生 

現任：資深財經記者暨暢銷作家 

曾任：智富網主筆、錢雜誌總編輯、萬寶周 

刊副總編輯、ETtoday 東森新聞報財經 

組組長、Smart 上市上櫃公司投總覽副 

總編輯 

出版：股市獲利一日通、財務報表一日通、 

選擇權入門學習地圖、台灣基金投資 

潮的危機與轉機、衍生性金融商品學 

習地圖…等書 

掌握行情回升新契機 

  

 

 

 

 

 

 

 

 

 

 

資深財經記者 許啟智先生 

「重押股票就跟農失一樣，種子灑下去後，

等到開花結果才來賣，千萬不要急躁。」如何找

到適合重押的股票？我建議想重押的股票，至少

應該符合以下 4個條件： 

1、產業趨勢潛力佳公司產業趨勢要向上、成長

動能要夠強勁。包括這家公司的產業前景如

何？明年獲利會不會比今年更好？產業趨勢

是否明顯往上？公司是否有競爭優勢？等等

問題，都要考慮進去。例如：聯發科、潤泰

新、藍天。 

2、公司營運必須穩健一般來說，發展較為成熟

的傳統產業裡有較多的營運穩健公司可以從

中找到標的。波動大、產業循環大的電子公

司，以及跟著景氣循環走的原物料類股等產

業，要對其該公司的概況與營運非常了解才

較為適合。 

3、公司要發股利。做股票要先想輸再想贏，事

先必須先考慮重押這檔股票若輸了，會輸多

少錢？能否承擔的起？才進場。如果公司每

年都穩定的配發股息，套牢了也不怕，不會

全盤皆輸，心理與財務較無負擔。例如：豐

藝、新巨。 

4、低價股優於高價股。選擇重押低價股會比重

押高價股來得好，主要原因是一來上漲空間

較大，二來比較能慢慢買，慢慢觀察。例如：

台新金。 

「我會重押的股票一定是基本面沒問題、公

司經營正派、對這個產業又瞭解才敢這樣做。」

許啟智說，這樣投資既能穩健賺錢，晚上也不伯



睡不著，「比抱飆股好。」 

2013 年是國際金融情勢多變的一年， 由日

圓貶值帶起的亞洲貨幣戰爭， 為投資人帶來了

陰影，但同期間歐美及中國製造業景氣回溫，也

讓多頭帶來信心，多空雜陳聲浪中，台股可能延

續去年驚驚漲格局，緩步走升，金融、資產及中

低階智慧型手機可望逐步向堅，成為盤局中的主

流。  

在歐美股市持續揚升創新高之際，亞洲股市

出現日股獨強局勢，一場亞幣大戰讓貨幣相對強

勢的台股及韓股走勢疲弱，韓股及日股主力的外

資，一旦不想捲入這場亞幣大戰，可能逐步退場。 

一旦利空去除，各國印鈔產生的超額貨幣供 

給，可望讓受壓抑的資產營建股再度活絡。營建

股中低價的國產( 2504)有資產開發題材，資金

寬鬆、營建資產股頗受壓抑，隨著全球資金大寬

鬆，保值為主的投資題材今年仍不寂寞。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許先生車

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湛的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2013-2014年度地區講習會 

時間：5月11日(星期六) 

09:30報到 

10:00鳴鐘開會 

地點：劍潭活動中心  

參加： 

職稱 姓名 社名 

新世代服務委員會主

委 

張富逸 Eric 

服務計劃委員會主委 葉進一 First 

秘書 劉炳宏 Hero 

扶輪基金會委員會主

委 

郭昭揚 James 

社員委員會主委 王世原 King 

社長 羅國龍 Lobo 

行政管理委員會主委 賴建男 Otoko 

會計 吳得利 Polo 

職業服務委員會主委 陳萬祥 Roberta 

國際服務委員會主委 劉炳華 Stock 

社區服務委員會主委 邱仁賢 Sunny 

公共形象委員會主委 郭道明 Trading 

四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劉炳宏、 

謝堂誠、羅國龍、賴建男、陳萬祥、 

張茂樹、李榮鏗、林金結、劉炳華、 

吳振斌、黃文龍。 

第一案：審查三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十七屆(2013-2014 年度) 

第三次理事當選人籌備會議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20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張富逸、劉炳宏、郭昭揚、張正鳴、 

陳嘉偉、王世原、謝堂誠、羅國龍、 

賴建男、吳得利、陳萬祥、劉炳華、 

邱仁賢 

甲、 提案討論 

第一案：2013-2014 年度收支預算表，是否配合 

地區寶眷社員成長計劃，每位增編美 

金 54 元，EREY 捐獻 100%社計劃，每位 

增編美金 100 元。請討論。 

決  議：每位社友增加美金 54 元，配合地區寶 

眷社員成長計劃。 

EREY 捐獻 100%社計劃，暫不編列。 
 

本社訊 

為編製本社第26屆授證特刊，社友欲更新大

頭照、全家福照片，請於下次例會時攜帶繳

納。 

為練習授證合唱表演，敬邀全體社友夫人，

於 5/25、6/1 中午例會時蒞臨社內練習。  



本週節目 

四月二十七日 

第 1352 次例會 

為舉辦「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五次爐邊會議」

故經理事會決議延至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

下午五時三十分假板橋銀鳳樓餐廳舉行例會。 

 

下週節目 

五月四日 

第 135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劉炳華 

主  講  者：中華民國禮儀推展協會 

              理事長 陳冠穎女士 

講      題：服裝穿著與中、西禮儀 

 

敬祝 生日快樂! 

林同義前社長夫人(45.05.02) 

 

【本社訊】 

前社長林同義 P.P.Tony 公子林威任先生婚禮 

時間：5月 3日(星期五)18:3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2樓)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4月20日   第1351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2 名 

出國人數：                       2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Bright、Coach、Duval、 

Frank、Herbert、Jerry、Jeremy、Kevin、 

Ming-Long、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First、Master、Trad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4月20日   第1351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1,005,900

Eric 1,000 Otoko 200

Fuku 5,300 Stainless 2,000

Gary 2,000 Stock 1,000

George 100 Sunny 4,000

Hero 2,000 Tea 1,000

Jason 100 Wood 1,000

Land 2,100  

小計：      $21,800 總計：   $1,027,7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58,300

James 5,200 Sunny 5,200

Land 16,450 Wood 7,700

Noni 5,200  

小計  ：    $39,750 總計：    $998,050
 

【友社授證】 

【三重南欣扶輪社授證15週年】 

時間：4月 30 日(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中區扶輪社授證18週年】 

時間：5月 5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 

 

【新莊東區扶輪社授證18週年】 

時間：5月 8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