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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威毅 社友 

榮任 

板橋國小家長會會長 

                                                                                                                                                            
 

 

敬祝生日快樂 
鄭錦玉 前社⻑(39.10.20)P.P. Diamond 
陳主義 社友(42.10.20)Truck 
廖金順 前社⻑(21.10.21)P.P. Lion 
林德明 社友(23.10.21)Timmy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 陳主義 社友(75.10.19)Truck 

黃秋薇 女士(結婚三十二週年紀念日) 
 

 

 

 

 

 

 

 

 

 

 

 
 

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3日(星期二)  

上午 11：30報到 12：00開會 

地點：上海銀鳳樓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2號 3樓) 

主講人：健康顧問諮詢 吳寶芬 老師 

講  題：健康吃喝快樂生活 

※原訂 10/25 中午之第 2694 次例會，提前合併舉

行之，敬請各位社友留意。 

 

 

 

 

 

 

第⼆次社⻑、秘書聯誼會 
時間：107年 10月 19日(星期五)  

下午 4：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伉儷、Stone祕書伉儷 

 

台北⻄區扶輪社暨輔導⼦社 
13 社聯合例會 

時間：107年 10月 24日(星期三)  

上午 11：30 報到 11：45餐敘  

12：45開會 

地點：國賓飯店 2F國際廳 

主講人：台北市政府 柯文哲市長 

講題：我的人生觀－從醫生之路到市長之路 

※原訂 11/1 中午之第 2695 次例會，提前合併舉行

之，敬請各位社友留意。 
 

社區服務~捐贈珍媽工坊增能計畫 
機器設備採購增添 

時間：107年 11月 2日(星期五)  

上午 9：30 

地點：新生活社會福利發展促進會 

(新北市三芝區埔頭里埔頭 43-1號) 

參加人員：Wireless社長、Stone祕書、 

Truck社區服務主委、Care 

悼 
楊明炎前社長先嚴楊國清老先生慟於 107 年 9

月 15日壽終正寢，享壽 82歲，噩秏傳來，全

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阮良雄暨全體社友  敬輓 

◎靈堂設於板橋區中正路 250巷 8號，敬請社

友撥冗前往致哀。 

◎告別式訂於10月20日(星期六)上午八時假新

北市立板橋殯儀館-崇仁廳舉行。 

賀 



 

 

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 

認識全球最夯數位貨幣-
比特幣&挖礦教學分享 

 

外匯程式交易線上講師 羅振賓 老師 

法幣法幣法幣法幣    

1.以國家為單位擔保價值 

2.幣值波動小 

3.在當國甚至國外四處可用 

4.法幣轉移(轉帳)需透過中介機構 

5.每筆交易有記名 

6.境外匯款規則多、耗時 

加密貨幣加密貨幣加密貨幣加密貨幣    

1.由全體用戶認定其價值 

2.幣值波動大 

3.高度匿名 

4.點對點傳輸，不透過任何中介機構 

5.交易透明，紀錄在區塊上 

6.0時差快速轉帳 

推薦的交易所及錢包推薦的交易所及錢包推薦的交易所及錢包推薦的交易所及錢包    

 

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什麼是ICO?ICO?ICO?ICO?    

•概念上與IPO相等(首次公開發行) 

•以數位貨幣作為回報，籌措資金的方式 

 

投資投資投資投資ICOICOICOICO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的特點    

優點優點優點優點 

1.投資成本低 

2.若公司穩定成長的話,獲利會以倍數成長 

缺點缺點缺點缺點 

1.容易遇到以ICO為名的詐騙 

挖礦以及能產生出的收益挖礦以及能產生出的收益挖礦以及能產生出的收益挖礦以及能產生出的收益    

什麼是挖礦什麼是挖礦什麼是挖礦什麼是挖礦? ? ? ?     

挖礦為一種數位貨幣驗證交易的方式主要是利用

電腦硬體來解決數學的難題每當解決完這些難題

之後,就可以獲得適當的回報而這些適當的回報

就是數位貨幣。 

什麼是礦池什麼是礦池什麼是礦池什麼是礦池????    

礦池集合大家的算力進行挖礦，收益再平均分配 

影響挖礦收益的關鍵影響挖礦收益的關鍵影響挖礦收益的關鍵影響挖礦收益的關鍵        

1.挖礦人數的多寡(全體算力的提升或下降) 

2.數位貨幣的漲跌 

避免進入詐騙網站避免進入詐騙網站避免進入詐騙網站避免進入詐騙網站    

 



 

 

解謎拿到大額比特幣獎勵解謎拿到大額比特幣獎勵解謎拿到大額比特幣獎勵解謎拿到大額比特幣獎勵        

解出謎題-拿到5顆比特幣錢包的擁有權(私鑰) 

2018/2已解開已解開已解開已解開 

 

解出謎題-拿到310顆比特幣錢包的擁有權(私鑰)  

 

搬磚套利搬磚套利搬磚套利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        

 

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傳統搬磚套利----盲點盲點盲點盲點        

1.轉幣需要時間,需要承擔那段時間的價格風險 

2.轉幣需要轉幣手續費(Withdraw Fee)，套利成本

需考量。 

3.不良交易所有可能造成卡幣，長則數個月才能

拿回幣。 

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        

 

 

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新型搬磚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類對沖套利        

1.僅需要平台間的價格產生微小的價差並且相互

有波動即可交易 

2.需考量交易手續費(一整輪依照交易所的不同大

約0.6~1%) 

3.不需搬幣到其他交易所即可交易 

4.需考量每次可搬的數量(搬太多會影響市場價格，

將無利可圖) 

5.目前交易平台比以前多，透過程式交易24H監測，

不僅交易次數多，且一整輪的交易大多可在1秒

內完成 

小結小結小結小結        

現在只是加密貨幣的開始，未來有更多技術會應

用在上面，從現在開始搭上這波趨勢，將有機會

創造出更好的價值。 

 

 

 

 

 

 

 

扶輪小語 

扶輪社的特色與目標是一方面要求最高的經

營能力及操守，另一方面對他的夥伴們要有及

時的關懷及體貼。 

～1912-1913 RI社長 Glenn C.Mead 

(葛蘭•米德)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11 名    出 席 率：88%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Boss,Frank,Food,Golf,Infinity,Land,Ortho, 

Printer,Tech,Young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羅振賓 老師 外匯程式交易線上講師  本 社 

諶竑廷 先生  本 社 

林秀美 女士 Timmy 夫人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47,000 

Apple 第一期 4,250 

Brain 第一期 4,250 

Infinity 第一期 4,250 

Alan 第二期 4,250 

Book 第二期 6,250 

Building 第二期 4,250 

Green 第二期 4,250 

Judge 第二期 6,250 

Jyi-Lih 第二期 4,250 

Ocean 第二期 4,250 

Pipe 第二期 4,250 

Schooling 第二期 4,250 

Truck 第一期 4,250 

Truck 第二期 4,250 

合計  63,500 

累計  NT$510,5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Care 恭賀社友 Mark 當選板橋國小 1,000 

107 學年度家長會會長 

Jamie 感謝 Pipe、Mark 代理聯誼 2,000 

Judge 
1.恭賀 Mark 當選板橋國小家長

會長 2.PP Ocean 參加例會 
1,000 

Mark 
歡喜母親 Water PP 夫人及 Mark

太太同一天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5,000 

一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Mark 
榮幸擔任板橋國小家長會會

長 
1,000 

Victor 10/11 生日快樂 1,000 

Boss 10/11 生日快樂 1,000 

Franklin 10/16 生日快樂 1,000 

Sticker 10/11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Park 
1.10/15 夫人生日快樂 

2.10/13 結婚週年快樂 
2000 

Jet 10/15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8,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93 例會 

                        107 年 10 月 18 日 

●主講人：樂賞基金會 林貴月 執行長 

●講題：中國音樂欣賞 

●節目介紹人：陳主義 社友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94 例會 

                        107 年 10 月 25 日 

●原訂十月二十五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六九

四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家族九扶輪社聯

合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十月二十三日(星期

二)假上海銀鳳樓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