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07 日  第 1745 次例會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許國騰 Life： 

歡迎主講者國家合格證券分析師連乾文先 

生(土城社 P.P.Stock)、領唱老師張智瑩 

女士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 P.P.Fuku、Life、P.P.Jack、 

P.P.Master、Leo、P.P.Roberta 夫人、 

Archi 夫人，生日快樂! 

祝福 P.P.Sun-Rise、P.P.Masa，結婚週年 

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扶 

輪社友我們歡迎您」，自選曲「海海人生」、 

「愛的禮物」。 

 代理出席吳振斌 P.P.Tea 報告上次例會社

友出席狀況。 

 代理秘書許家榮 Will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顧問委員會，敬請

各位 PP 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

敬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3). 秋季旅遊-花蓮瑞穗二日遊，謹訂於

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早上六時四

十分假板橋車站台鐵 B1 剪票口集合，

領取早餐、火車票。*敬請參加人員穿

著休閒服、運動鞋出席活動。 

(4).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活動，謹訂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星期

日)上午八時假中和烘爐地舉行。 

*為統計中午辦桌桌數，尚未登記者

敬請儘速登記報名。 

 社友黃健豪 Tayl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連乾文先生 

學歷：中興(台北)大學都市計劃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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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群益證券經理人、萬盛證券經紀 

部副總、群益證券自營部主管、 

德信證券研究部副總、台中銀證 

券研究部副總、品豐大中華投顧 

總經理…等 

現任：國家合格證券分析師  

著作：量價關係、股市出奇致 36 計、透 

視電子股奇蹟、黑馬飆股操作攻 

防術：阿文師的快速致富指南 

K型股市的投資策略 

 

 

 

 

 

 

 

 

 

 

國家合格證券分析師 連乾文先生 

太多人過度看重美國選舉對股市的影響，分

析歷史數據後得到的結論是：兩黨誰勝出，結

果都差不多。 

歷史資料反映的是過去，更重要的是將來。因

為無論哪一方勝出，新冠肺炎都逼得國會必

須採取行動，無論是紓困方案或寬鬆貨幣政

策，都對一年內的股市有利。更重要的是，疫

情對市場釀成的創造性破壞，會將股市區分

為贏家和輸家。 

「K 型反轉」，「K」是直線下來後，向上與

向下分歧，成為分道揚鑣的兩個路線，向上的

是這次疫情後的贏家，向下的是輸家。 

通常要造成產業或企業表現涇渭分明的走向

並不容易，尤其不會在一年半載中發生，但是

這種本來要幾十年才會發生的事，因為疫情

而加速。 

贏家是誰？很明顯的是受益於疫情的股票，

以及少數未受疫情影響的股票，像是大型科

技股，例如：台積電、聯發科。至於輸家，包

括旅遊相關個股以及金融、能源的週期性類

股，再加上資產負債表過於脆弱的股票。 

 社長吳得利 P.Pol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頒發

小社旗，感謝阿文師精湛演說。 

 糾察謝堂誠 P.P.Land 有事先離席，由社友

吳晉福 Dental 代理報告本週社友紅箱收

入。 

 社長吳得利 P.Polo 鳴鐘閉會。 

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1 月 7 日(星期六)14:4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吳得利 

四、記錄：林振哲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張富逸、劉炳宏、黃伯堯、郭昭揚、張正鳴、謝堂誠、羅國龍、 

吳得利、陳萬祥、林振哲、李榮鏗 

第一案：審查十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十二月份行事曆 

        12/05 第 1749 次例會，「冬日樂饗：大提琴的理性與感性」大提琴家暨 SMILECELLO 創 

辦人 劉佳禎小姐。 

        12/12 第 1750 次例會，召開常年大會，選舉第 35 屆(2021-2022 年度)理事當選人。 

12/19 第 1751 次例會，「台灣民謠花再開」台北藝術大學教授  簡上仁先生。        

12/26 第 175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暨花蓮吉安扶輪社楊朝傑(支點計劃分享報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第 31 屆地區年會提案討論共四案。請討論。 

提案一: 2019-2020 年度地區財務報表，提請通過。 

說  明：依據國際扶輪細則 15.060.4-地區年度報表及報告應在下次所有扶輪社都有權派一名

代表出席，且提早 30 天通知地區財務報表及報告將提交討論之地區會議，提交討論及

通過。如未舉行此類地區會議，報表及報告應於下次地區年會提交討論及通過。此議

題與社員人數無關，所以每社只有一票的投票權。 

提案者: 甫卸任總監張秋海 IPDG Audio 

決  議：同意 

提案二: 為選舉 2023-2026 年度地區立法會議代表，請確認 3490 地區所有前總監構成 RI 立法

會議代表提名委員會，提請通過。 

說  明：根據 2019 年程序手冊：9.020. RI 立法會議代表之資格是任滿一屆之國際扶輪職員、 

地區社員、瞭解符合資格願意且有能力履行代表任務責任等；9.050. 透過提名委員 

會選舉 2023-2026 年度 RI 立法會議代表，應以 3490 地區所有前總監構成提名委會。 

代表之選舉應於立法會議的兩年之前之年度的 6 月 30 日前舉行。 

提案者: 三重東區社 

決  議：同意 

提案三: 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委員為所有前總監，提請通過。 

說  明：1.依據 2017-18 年度地區年會提案二及提案五決議，維持本地區輪序、和諧方式，總

監產生方式由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提名。 

2.維持本地區傳統，所有前總監為地區總監提名委員會之委員。 

提案者： 總監當選人黃文龍 DGE Wood 

決  議：同意 

提案四: 建議自 2021-22 年度開始各分區提早兩年度提名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建議人選，供

總監當選人審酌，提請通過。 

說  明：每年度皆產生總監當選人、總監提名人、社長當選人及副社長，為讓總監當選人及總

監提名人順利運作，各分區應提早兩年度提名助理總監及地區副秘書人選，供總監當

選人審酌，以便地區事務順利運行。 

提案者: 三重三陽社 

決  議：同意 

乙、臨時動議 

第一案：社館會議室共用筆記型電腦設備汱舊換新，費用將由四扶輪社分攤。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 34 屆顧問委員會 

一、時間：11 月 7 日(星期六)14:3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張正鳴 

四、記錄：劉炳宏 

五、出席：李水日、薛松茂、吳振斌、王世原、郭昭揚、張茂樹、黃伯堯、李榮鏗、張富逸、 

程文金、謝堂誠、羅國龍、陳萬祥、劉炳宏、林振哲、張正鳴 

六、列席：吳得利、吳晉福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二○二二-二○二三年度(第三十六屆)社長提名人吳晉福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本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一日 

第 174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賴建男 P.P.Otoko 

主  講  者：福施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 李國嘉女士 

(新世代社 D.V.S.Linda) 

講      題：撩人也撩心～打動人心溝通 

術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八日 

第 1748 次例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9 日(星期日) 

08:00 報到、領取早餐、毛巾、水 

08:30 開始登山 

09:30 團康&趣味競賽 

12:00 用餐&摸彩  

地點：中和烘爐地 

備註：屆時敬請參加人員穿著社長 Polo 

致贈之風衣外套出席。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49.12.01)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65.11.23)44 年 

張正鳴前社長(74.11.24)35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8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7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07 日 第 1745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2 名 

出席人數：                    16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7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Coach、Davie、 

Decor、Frank、Jey、Jimmy、Kenny、 
Mars、Otoko、Stone、Tetsu、Tiger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9 年 11 月 07 日 第 1745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14,300
Cathay 1,000 Polo 5,500
Dental 1,000 Roberta 2,000
Hero 2,000 Shige 3,000
Jack 2,000 Smile 2,000
James 1,000 Sun-Rise 2,000
Jason 1,000 Taylor 1,000
King 1,000 Tea 1,000
Land 1,000 Will 1,000
Life 2,000 連乾文 3,000
Lobo 1,000  
小計：   $33,500 總計：      $747,8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78,300
Archi 5,200 Sun-Rise 5,200
Davie 5,200 Stock 5,200
Decor 5,200 Taylor 5,200
Fuku 5,200 Tiger 5,200
Otoko 5,200  
小計：     $46,800 總計：     $525,100
 

~秋季旅遊感謝~  
社長 Polo 致贈零食包、咖啡包、初鹿 

牧場蛋捲禮盒，並招待咖啡、小米酒 

、茶點。 

秘書 P.P.Sky 致贈思源花生糖禮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