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2 月 21 日   第 1386 次例會 
 

 社長 Lobo 鳴鐘開會。 

 聯誼 P.P.ENT： 

歡迎財經作家阮慕驊先生、助理邱珮瑀小姐、

領唱老師李潔亭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Master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James、Duval 結婚週年快樂! 

 社友 Polo 介紹主講者： 

姓名：阮慕驊先生 

學歷：政大新聞研究所畢業 

曾任：中視記者、中央社財經組記者、中央社 

證券組組長、工商時報編採中心副主 

任、台北廣播電台「職場大贏家」節目 

主持。 

現任：驊創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財經作家、電台 NEW98.1「財經晚點名」 

主持人、電台「房地產周報」主持人 

全球經濟和東協房產展望 

  

 

 

 

 

 

 
 
 
 

 

 

財經作家 阮慕驊先生 

2013 年市場趨勢 

1.全年債市資金流往股市 
2.五月後，新興市場資金流往美國 
3.第三季後，美股資金分流歐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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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2013 年的重大因子 

股市表現反應市場資金流動。 

趨動市場資金流動主要因素為美國 QE 政策。 

2013 年持續資金寬鬆地區股市表現明顯好

於其它地區，例如：日本、歐陸及美國。 

2013 年新興市場相對通膨較高且經常帳逆

差地區股市表現最差，例如：印尼、巴西。 

2014 年可預見展望 

2014 年全球經濟基本展望溫和，有較大成長

力道相對困難。 

中國結構調整期，歐陸潛在通縮陰影及高失

業率，美國溫和未見強力復甦，新興市場失

去出口成長動能，內需消費力不足支持高經

濟增長。 

美國寬鬆逐步退出，市場資金回流美國，新

興市場承壓，相對較好地區為歐陸及日本。 

台灣明年觀察方向 

台灣明年經濟增長力度不會太強，受制中國

經濟成長趨緩及內需消費、投資保守。 

台股明年相對 2013 年走勢會弱軟，惟年底有

重大選舉，故政策面做多及資金面支撐。 

觀察重點在於台幣走勢，及外資態度，基本

面明年科技業將乏善可陳，傳產聚焦特定族

群及生技、金融產業。 

房產看政策和利率 

房產看政策面，是否進一步打房？央行是否

調升利率? 

全球利率是否進一步走升？主要觀察在通膨

數字的變化。 

結論與建議 

2009 年以來全球股市漲升已達五年，相對累

積巨大漲升壓力。 

美國 QE 勢必放緩，事涉美國信用及美元信

心。 

2014 年留心資產泡沫風險，股市必有大幅修

正，但不致於崩跌進入長期空頭。 

保留資金待修正後逢低進場低接，將有不錯

獲利升息約在 2016 年，房產會有價格壓力，

但不致於走長期空頭。 

全球經濟發展的阻礙。 

老年化的地球，消費乏力及投資保守。 

生產過剩的地球，製造通縮及資源通脹。 

負債過多的地球，只好印鈔暫解眼前困境。 

 社長Lobo代表本社致贈財經作家阮慕驊先生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秘書 Hero 報告： 

(1) 感謝台灣愛生愛.美生美促進會理事長

周希諴先生，致贈全體社友「好醫生上

天堂，厄病人住病房」書集。 

(2) 第二次內輪會，謹訂於十二月二十三日

(星期一)中午十二時假板橋豐華小館舉

行，敬請有參與內輪社之社友夫人準時

出席。 

(3)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誼合例會，謹訂於

一月四日(星期六)中午十二時三十分假

新北市農會舉行。為準備便當敬請告知

余 s是否能參加。 

(4) 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活動(募得之發

票將轉贈給生命線協會)，謹訂於一月十

一日(星期六)上午十時至下午四時假板

橋火車站地下一樓廣場舉行。歡迎社友

寶眷前往共襄盛舉。(社內集合拍照時間

為上午十一時) 

(5) 社友Roberta謹訂於一月十九日(星期日)

下午六時假台北圓山飯店 V樓敦化廳舉

行結婚典禮。為安排各項事宜，敬請告

知余 s出席人數以利辦理。  

 出席 Junior、糾察 Jason 報告本週社友出席、

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 Lobo 鳴鐘閉會。 
 

你不知道的冷知識                       ~感謝社友 Dental 分享 

1. 女人的閱讀速度比男人快。 

2. 食物從口腔到胃部需要 7秒。 

3. 人的頭髮可以拎起 3kg 的重物。 

4. 男性生殖器大小是拇指的 3倍。 

5. 大腿骨的硬度幾乎和水泥相當。 

6. 女人眨眼比男人眨眼多 1倍。 

7. 人直立不動時需要動用 300 塊肌肉。 

8. 女人讀完本文時男人還在看自己的拇指。 



扶輪 ABC 

 

【新社員的推薦人】 

扶輪社章程細則詳細說明推薦候選人入社的程序。推薦人是扶輪成長與進步的

關鍵人物。沒有推薦人就沒有人有機會成為扶輪社員。加入扶輪社必須是邀請的;

所以尋找與邀請新社員候選人是每位社友的責任。 

    推薦人的工作不是把名字交給秘書或社務委員會就結束。雖然並沒有訂定推薦

人的正式責任，以下是多數扶輪社慣用的程序： 

1. 正式推薦為社員前，邀請這位可能的候選人參加幾次例會。 

2. 陪同該準社員參加數次入社前講習或非正式會議。 

3. 入社後第一個月，每星期例會都向其他社友介紹這位新社友。 

4. 鼓勵新社友參與本社在進行的服務活動。 

5. 邀請新社友參加本社輔導的扶少團或扶青團的例會。 

6. 讓新社友有機會參與國際服務計劃，例如團研究交換(VTT)或扶輪青少年交換(RYE)。 

7. 邀請新社友陪同推薦人出席鄰近社的例會做第一次補出席，學習例會及補出席過程和觀察扶 

輪友誼的精神。 

8. 邀請新社友夫婦隨同推薦人參加社的社交活動，餐會，或其他特別集會。 

9. 敦促新社友夫婦隨同推薦人參加地區年會。 

10. 扮演輔導人的角色以確保新社友成為一位積極參與的扶輪社員。 

當新友積極投入且成為社的一份子，扶輪社與新社友都加強了。 

【女性參與扶輪】 

直到 1989 年，國際扶輪社章程及細則明說扶輪社員僅限男性。1978 年，美國加州杜阿鐵扶

輪社邀請三位女性為社員。國際扶輪理事會以違背 RI 章程為由，取消該社認證，該社控告國際

扶輪違返人權法，該法禁止在商業場所或公共設施有任何形式的歧視，判決國際扶輪不得僅因女

性加入就註銷扶輪社授證。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維持原判，其理由是扶輪社具有〝商業目的〞，而

且在某些方面是公共型式的組織。這 1987 年的行動，讓女性在有〝公共設施〞法規的任何轄區

成為扶輪社員。 

1989 年立法會議通過刪除〝僅限男性〞的規定。從那時起，很多女性成為世界上扶輪社和地

區的社員和領導人。 

【國際扶輪世界總部】 

國際扶輪世界總部一直都在芝加哥地區。最初的七個辦公室都在芝加哥市區，但在 1954 年

搬到伊利諾州伊凡斯頓郊區的新大樓。到 1980 年代，這大樓還夠秘書處使用，可是當新計劃增

加，扶輪基金會擴大，加上新的根除小兒痲痺等疾病計劃活動擠滿了總部的空間，迫使部份職員

到鄰近追加的辦公場所工作。 

    1987 年，一棟座落在伊凡斯頓市區的現代化辦公大樓，似乎足夠扶輪各部門辦公以及將來擴

展所需，要出售。這棟 18 層玻璃帷幕鋼筋大樓建於 1977 年，可提供 400,000 平方英尺(37,161

平方公尺)辦公及可用空間。國際扶輪買下這大樓，並租出幾近一半給商業主，待將來成長到需

要時才解除租約。 

    世界總部稱為〝One Rotary Center〞，有 190;座的禮堂，大停車場，和 200 座位的餐廳，以

及 RI 總部 500 位職員的辦公室。第 18 樓的高階管理人員套房，包括 RI 社長，社長當選人，社

長提名人，扶輪基金保管委員會主委，及秘書長的辦公室。加上 RI 理事會，扶輪基金保管委員，

和 RI 與基金會各委員會開會的會議室。 

 



本週節目 

十二月二十八日 

第 138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一月四日 

第 1388 次例會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  間 :1 月 4 日(星期六) 

        12:00 五樓用餐 

13:00 三樓開會 

 地  點：新北市農會 

 主講人：「跟著董事長遊台灣」 

創辦人 戴勝通先生 

 講  題：歡喜遊台灣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 12月 21日   第 138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1 名 

出國人數：                       0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Frank、George、 

Herbert、Jeremy、Life、Picasso、Sky、 

Tom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 12月 21日   第 1386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785,300

Bright 1,000 Land 1,000

Dental 1,000 Lawyer 1,000

Duval 2,000 Lobo 3,000

Eric 1,000 Masa 1,000

Fuku 1,000 Otoko 2,000

Hero 1,000 Roberta 2,000

James 4,500 Smile 1,000

Jason 1,000 Stock 2,000

Junior 1,000 Tony 1,000

Just 500 Trading 2,000

Kenny 3,000  

小計：     $33,000 總計：    $818,300

 

敬祝 生日快樂! 

王信興社友夫人(46.12.28) 

 

社區服務-捐發票送春聯 

時間：1月 11 日(星期六)11:00 

地點：板橋火車站地下樓廣場 

主辦：新北市運動書法協會 

協辦：生命線協會、板橋東區扶輪社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時間：2月 9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擔仔麵餐廳 

 爐主：張宏陸、程文金、張富逸、王信興 

賴光明、周肇原、鄭德文、蔡宗原 

連耀霖、李錫泉、賴建男、薛松茂 

蕭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