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賀 金榜題名 

(1)社長徐明偉 P.Benson 公子 徐騰志先生考取東山高中。 

(2)前社長郭祐福 P.P.Fuku 孫女 林姿妤小姐考取台灣大學材料與工程學系碩士班。 

(3)秘書許家榮 S.Will 公子 許德偉先生考取華江高中。 

 
 

職業服務-表揚優良員工 

請社友推薦優良員工，以表彰員工們在工作方法、態度、以及奉獻等方面傑出表現。 

時間：10 月 30 日(星期六)12:30 用餐、13:00 例會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社內將於例會時公開表揚並致贈每位優良員工禮金一千元、獎牌乙面、紀念品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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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 會 記 要 

08 月 31 日  第 1788 次例會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板橋社、永和

社、樹林社、土城社、板橋北區社、板

橋東區社、板橋南區社、板橋西區社、

板橋群英社)聯合例會。因為防疫人數

限制關係僅邀請九扶輪社社社長、秘

書、工作人員出席新板希爾頓酒店二

樓如意廳實體會議，九扶輪社社友則

於上午十時三十分使用 ZOOM 視訊軟體

上線參與會議，此次會議由板橋扶輪

社主辦。  

 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 鳴鐘

開會。 

 司儀板橋扶輪社賴宏榮 Stock、楊博顯

Steven： 

歡迎主講者財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謝金河先生、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秘書長劉紹榮 D.S.Alex、第

二分區助理總監陳福源 A.G.Gas、第二

分區地區副秘書黃木發 D.V.S.HD 蒞臨。 

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主講先生，您好嗎」、「扶輪社友，我

們歡迎您」。 

 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 致

詞：一年一度的九扶輪社聯合例會，雖

受疫情影響但聚會不能中斷，只是我們

不得已要換成視訊方式來召開會議，這

也是另一種的新體驗，感謝大家的配

合。 

 地區總監黃文龍 D.G.Wood 致詞：我們因

為扶輪社而相聚在一起，每次看到各社

一起做服務、一起做公益，我都深受感

動，我們要以服務改善人生，只要是對

的事，我們作，就對了。 

 板橋扶輪社節目主委陳山志 Ortho 介紹

主講者簡歷： 

姓名：謝金河先生 

現任：財信傳媒集團、財訊發行人兼社

長、今周刊董事長、先探投資週刊董事

長、謝金河-數字台灣主持人、東森財經

新聞台-老謝看世界主持人…等 

學歷：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系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系 

疫情撞擊下的世界新局- 

全球與台灣經濟趨勢與展望 

 

 

 

 

 

 

 
 

 

財金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謝金河先生 

從阿富汗看地緣政治的新變化，台灣成為地

緣政治的最前線 

大家最近注意到的阿富汗問題，美國抽身而

出會給中亞帶來新變數，過去全球可以躲在

美國保護傘下，現在，沒有美國的阿富汗，

會出現什麼變化？最後贏家是誰？還不可太

早下定論！ 

金融市場永遠沒有標準答案，這次 Jackson 

Hole 給了市場滿意的答案，但未來變數仍然

會緊緊相隨。現在全球最脆弱的地方是香

港，對金融市場而言，代表中國的最重量級

企業，騰訊、阿里股價瞬間腰斬，美團一下

跌 6成…這才是最不尋常的訊號！ 

習近平「共同富裕」令下，中概股一夕回到

解放前？ 

這一輪，中概股跌得旣深且重，像補教股新

東方一口氣跌 91%，好未來跌 95%，騰訊跌

46.8%，阿里巴巴跌 51%，美團跌 60%，中國

快手跌 86%，恆大汽車跌 90.5%，嗶哩嗶哩跌



 

53.6%⋯⋯理論上，好的企業遇到不尋常的利空

下挫，應該大膽逢低買進才對，阿里，騰

訊，美團等，都是中國最有競爭力的企業，

股價大跌後，應該是買點才對。不過重點在

中國未來的政策走向。 

習近平的共同富裕源自 1953 年 12 月的毛澤

東講話，不久就有大躍進，文化大革命。這

次習近平把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共產黨的第二

個百年奮鬥目標，建構一次分配，二次分配

及三次分配，形成中間大，兩頭小的橄欖型

分配結構。 

一次分配是按照市場效率原則進行，這是少

數人先富。二次分配是政府主導的收入轉

移，因此要加大稅負，社保，轉移支付等調

配。三次分配是富者自願慈善捐款，接下來

大企業一定會加大力道捐錢，最具代表性的

是騰訊，今年上半年騰訊大約賺 900 億人民

幣，這次分兩次捐 1000 億人民幣，名義是

「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和「共同富裕專

項計劃」，如果騰訊每年捐款千億人民幣，

未來恐怕變成非盈利事業，股價評價基礎也

會不一樣，這是投資中國最大不確定因素。 

疫情下新世界 

疫情沒有看到峰點，沒有『後』疫情，絕不

能『掉以輕心』：全球共同抗疫的共業。 

未來的世界，都會處於不穩定、不確定、複

雜及模糊的狀態的 VUCA 時代。 

國家治理、社會發展、與企業經營 都會增加

難度。 

任何人都沒有自滿的資格，政治口水及民粹

都應被放大檢視。 

企業須強化韌性文化，社會自律必須持續發

揚光大。 

這個世界 不是大的打敗小的，而是快的打敗

慢的。台灣一定要掌握迅速、靈活、主動的

優勢啊！ 

 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 代表九

扶輪社致贈謝金河董事長車馬費，感謝謝金

河董事長百忙中撥冗分享經濟情勢。 

 九扶輪社社長分別致贈謝金河董事長小社

旗表達謝意。 

 中午十二時十分，板橋扶輪社社長汪忠平

P.Charles 鳴鐘閉會。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聯合例會剪影 

 

 
 

 

 

 

 

 

 
 
 

 

地區總監 Wood、秘書長 Alex、A.G.Gas、D.V.S.HD、九扶輪社社長與謝金河董事長合影留念 



 本週節目 

九月二十五日 

第 1791 次例會 

【社區服務-捐贈惜食廚房經費二萬元】 

節目介紹人：李榮鏗 P.P.Smile 

主  講  者：惜食廚房秘書長 羅明峰先生 

(3521 地區 D.S.Loren Lo) 

講      題：惜食故事 

 

下週節目 

十月二日 

第 1792 次例會 

【地區總監黃文龍公式訪問暨新北市第二 

分區八扶輪社線上聯合例會】  

時間：9月 30 日(星期四) 

程序：12:30 聯誼 

13:00 例會開始 

14:30 例會結束  

Zoom會議室： 

https://zoom.us/j/5473668865?pwd=NnF

RSERjUWlsTXV6L3FPaGw2WjhFdz09 

會議ID：547 366 8865 

密碼：rid3490 

 

節目預告 

十月九日 

第 1793 次例會 

適逢雙十節假期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

次。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0 年 08 月 31 日第 1788 次例會)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53,000 

Barcode 7,700   

小計：     $7,700 總計：      $360,700 
 

九月份臨時線上理事會 

記錄 

時間：9 月 7 日(星期二)中午 12:30 

地點：第 35 屆理事 Line 群組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原訂 9 月 12 日(星期日)第

1789 次例會「慶祝中秋節晚

會暨爐邊會、頒發金榜題名

者」假新板希爾頓酒店宴會

樓舉行，是否如期舉行。請

討論。 

決  議：考量疫情狀況取消例會，取

消的爐邊會改以爐主名義採

購禮券致贈社友。 

 

 2021 年圓夢計劃開跑了 

認養一份愛的禮物(一份 500 元)，就可

以幫助他人圓夢，讓更多弱勢家庭孩童

因夢想實現，對生活更加積極，也使我

們的社會能更加祥和。 

*欲參與愛的禮物認購者，請向余 s登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