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7 月 24 日  第 1782 次例會 

 

 下午 1 時，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

會，舉行 Zoom 線上會議。 

 

 

 

 

 

 

 

 

 聯誼陳世君 Jey： 

歡迎主講者財經作家阮慕驊先生、秘書 

黃義薽小姐參與本社例會。 

祝福 Kenny、P.E.Dental，生日快樂! 

祝福 Kenny 結婚 9週年快樂! 

歡唱扶輪歌曲「主講先生，你好嗎?」，自

選曲「堅持」。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社員人數 54

位，目前上線參與例會人員 37 位。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七月三十一日(星期六)第 1783 次

例會為社務討論會，屆時敬請全 

     體社友撥冗出席。 

(2)、本年度欲捐贈保羅哈理斯、永久基

金者，請告知余 s。 

(每顆請繳納台幣三萬元，多退少

補) 

(3)、年度欲捐贈中華扶輪教育基金者，

請告知余 s。  

     (每單位請繳納台幣一萬元) 

 代理糾察張富逸 P.P.Eric 主持，線上歡

喜紅箱時間。 

 前社長張正鳴 P.P.Jason 介紹主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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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阮慕驊先生 

曾任：台灣資深媒體記者、電視談話性 

節目特別來賓、電視、廣播節目 

主持人。 

現任：電台 NEWS98「財經一路發」、 

Line Today「財知道」主持人。 

著作：錢要投資.賺到退休.賺到自由健

康、預購幸福：阮慕驊教你家庭

理財聰明 GO…等。 

全球金融與經濟趨勢 

 

 

 

 

 

 

 

財經作家  阮慕驊先生 

2021 年下半年投資側重風險 

上半年漲幅過大，股市市值推升過速。 

本益比拉高，代表投資成本拉高，風險相

拉升。 

多數企業股價已反應獲利，甚至是預期獲

利。 

經濟成長動能，出口增長今年下半年可能

見頂。 

融資餘額推升至十年新高，市場氣氛過度

樂觀。 

美國聯準會下半年即將縮減購債，2022 年

底至 2023 年可能升息。 

美股市值創歷史新高，股市本益比推升超

超過平均水準甚多。 

經濟增長，企業獲利下半年至明年可能趨

緩。 

原物料價格推升下半可能見頂。 

建議 

降低持有風險性資產比重，待市場修正後

再積極進場。 

現階段大型股會比中小型股安全。 

避開本益比過高成長型個股。 

台股傳產低基期個股比電子權值股相對安

全。 

美股尖牙股比成長型中小股來得安全。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

友頒發小社旗、車馬費，感謝阮作家精

彩演說。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贊助摸彩品 15 份

養生烏梅湯，現場抽出 15 位得獎者，

感謝大家上線出席、感謝上線支持、板

東不能沒有您們。 

(1).D.G.Wood        (2).P.P.James 夫人 

(3).P.P.Hero        (4).Justice 夫人 

(5).P.E.Dental 夫人 (6).Mars 夫人 

(7).Jey 夫人        (8).I.P.P.Polo 夫人 

(9).P.P.Stock 夫人  (10).Life 

(11).P.P.Eric 夫人  (12).P.P.First 夫人 

(13).P.P.Jason 夫人 (14).Junior 夫人 

(15).P.P.Land  

 代理糾察張富逸 P.P.Eric 報告本週社

友紅箱收入。 

 下午 2時 30 分，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2021-2022 年度-家扶中心弱勢家庭孩童認養人 

徐明偉 NT$12,000. 

莊金盤 NT$12,000. 

吳晉福 NT$12,000. 

劉炳宏 NT$12,000. 

黃伯堯 NT$12,000. 

郭昭揚 NT$12,000. 

張正鳴 NT$12,000. 

謝堂誠 NT$12,000. 

林振哲 NT$12,000. 

李榮鏗 NT$12,000. 

黃健豪 NT$12,000. 

許家榮 NT$12,000. 



2021-2022 年度-扶輪基金捐獻人 

【保羅哈理斯捐獻人 US$84,000】 

黃文龍 US$50,000. 

徐明偉 US$10,000. 

郭昭揚 US$10,000. 

郭道明 US$10,000. 

李水日 US$1,000. 

黃伯堯 US$1,000. 

羅致政 US$1,000. 

李榮鏗 US$1,000.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捐獻人 NT$480,000.】 

黃文龍 NT$350,000. 

徐明偉 NT$10,000. 

吳晉福 NT$10,000. 

李水日 NT$10,000. 

黃伯堯 NT$10,000. 

郭昭揚 NT$10,000. 

許國騰 NT$10,000. 

羅致政 NT$10,000. 

吳得利 NT$10,000. 

林振哲 NT$10,000. 

李榮鏗 NT$10,000. 

黃健豪 NT$10,000. 

林燕妮 NT$10,000. 

郭鄭明良 NT$10,000. 
 
 

〝扶輪 ABC〞程序手冊-扶輪社章程 

第 8 章社員 

第 1 條 — 一般資格。本社由表現品行端正、正直、領導能力;並在事業、專業及/或社區

有良好聲譽,且願意在自己及/或世 

界各地社區服務之成年人士組成。 

第 2 條 — 類型。本社有二類社員:現職社員及名譽社員。社可以根據本章第 7 條創造其

他類型的社員。並應將此類社員報告 

國際扶輪為現職社員或名譽社員。 

第 3 條 — 現職社員。凡具備國際扶輪章程第 5 章第 2 條所列各項資格者可被選為現職社

員。 

第 4 條 — 衛星社社員。衛星社之社員應同時為本社之社員,直至該衛星社獲准加入國際

扶輪,成為扶輪社為止。 

第 5 條 — 禁止雙重社員。任何社員都不能同時: 

(a) 屬於本社及本社之衛星社之外的其他社;或 

(b) 為本社之名譽社員。 

第 6 條 — 名譽社員。名譽社員之權利義務應由所屬社之理事會決定;該名譽社員應: 

(a) 免繳納常年社費; 

(b) 無選舉權; 

(c) 不得在社內擔任任何職位; 

(d) 不得持有職業分類;且 

(e) 參加社之各種集會並享有該社之其他特權,但不得在其他社享有任何權利或特權;然而

得以不是扶輪社員之貴賓的身 

份訪問其他社。 

第 7 條 — 例外。本社之細則可包括不符第 8 章第 2 及第 4 - 6 條之規定。 

 



本週節目 

七月三十一日 

第 178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八月七日 

第 178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黃俊哲 Tetsu 

主  講  者：新北市議員 戴瑋姗小姐  

講      題：山，我來了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24 日 第 1782 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138,000 

Al 1,000 Junior 2,000 

Benson 5,000 Land 1,000 

Dental 3,000 Life 1,000 

ENT 1,000 Master 1,000 

Eric 2,000 Sky 1,000 

George 1,000 Smile 2,000 

Hero 2,000 Stock 2,000 

James 2,000 Will 1,000 

Jason 1,000 Wood 2,000 

Jey 1,000   

小計：    $32,000 總計：      $170,000 

 

分攤捐款 承上期：   $230,000 

Stock 10,200   

小計：    $10,200 總計：      $240,200 

 

敬祝 生日快樂! 

劉孟賜社友(57.07.31) 

游伯湖社友(70.07.31) 

祝 結婚週年快樂! 

吳振斌前社長(60.08.03)50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0 年 07 月 24 日 第 1782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4 名 

出席人數：                    17 名 

免計出席：                    16 名 

缺席人數：                    19 名 

出國人數：                     0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65%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an、Archi、Barcode、Bright、

Coach、Daive、Decor、Jimmy、Kay、

Kenny、Leo、Otoko、Oki、Roberta、

Stone、Taylor、Tetsu、Tiger 

 

聖嚴法師-快樂人生 100 帖 

事情發生了，能夠處理的就處理 

不能處理的就接受，然後暫且放下來 

待因緣際會時再處理，這就是智慧 

        <<是非要溫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