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李錫泉  社    名：Main-Long 

出    生：45.04.01 職業分類：冷凍空調  

夫人姓名：周淑貞 

夫人生日：50.04.20 結婚日期：83.04.10 

服務單位：名隆電器有限公司 

公司電話：02-22700808 

公司地址：新北市土城區中華路一段 50 之 2 號  

住家電話：02-22700808 行動電話：0910-002-136 

住家地址：新北市中和區民生街 12 巷 7 號  

介 紹 人：黃文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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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會 記 要 

11 月 05 日   第 1275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臺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經理楊天立

先生、來賓名隆電器有限公司總經理李錫泉

先生第五次蒞臨本社。 

祝福壽星社友Handsome、P.P.Fuku生日快樂! 

祝福社友 Abula 結婚 11 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Land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一月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例會結束後召開顧問委員會，敬請各位

前社長留步參與會議。 

(3)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

合登山活動，謹訂於 11月 26日(星期六)

上午 8:30 假三峽大阪根舉行。 

(4) 感謝社友 Life 致贈全體社友年曆。 

(5) 社友 Kevin 公司今日在台北世貿一館參

加裝潢建材展，歡迎各位社友前往參觀。 

 P.P.Fuku 介紹主講者： 

姓名：楊天立先生 

學歷：英國萊斯特大學管理碩士 

      美國賓州大學華彩學院高級國際金 

融與銀行環結業 

曾任：中央信託局黃金交易科科長、高品交 

易科科長、貿易部襄理 

現任：臺灣銀行貴金屬部副理 
 

金價趨勢與資產配置策略 

 

 

 

 

 

 

 

 

 

 

 

 

臺灣行貴金屬部副經理 楊天立先生 

【金價趨勢】 

-總體經濟與金融 

-基本供給與需求 

-線型、指標與市場 

黃金理財的策略觀念 

【金價趨勢分析】 

經濟與金融：不確定性仍高 

基本供需：長期緊縮—短期不穩定 

價格趨勢：長期良好—短線震盪 

【展望 2012】 

消息面有利金價 

利多： 

-歐債結構性問題未解 

-歐美救市注入大量資金 

-利率仍低 

-新興國家央行買入 

-通膨危機升高 

-景氣前景不確定 

-美元相對弱勢 

-避險性需求 

利空： 

-短線漲幅大 

-美元避險需求 

-現金為王 vs 黃金 

-經濟前景不佳，白銀及白金動能較弱，並可 

能 壓抑商品及能源價格 

  -套現可能仍在 

  -提前升息與緊縮 

-需求缺口隱憂 

風險貼水 

【經濟與金融—金市觀點】 

-市場不確定性大增 

-與高風險共存成為常態 

-投資與避險需求湧入 
 社長 P.P.Wood 代表全體社友致贈小社旗、車 

馬費予楊副經理，感謝其精湛解說。 

 出席 Life、糾察 Stainless 報告本週社友出

席、紅箱收入金額。 

 社長 P.P.Wood 鳴鐘閉會。 

國際服務~YEP Inbound 學生成年禮 

時間：11 月 20 日(星期日) 

08:20-08:50 學生報到 

08:50-11:50 學生彩排 

12:30-13:00 接待社、接待家庭報到 

13:00-17:00 接待社、接待家庭觀禮 

地點：台北市孔廟(台北市大龍街 275 號) 



十一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黃文龍 

四、記錄：吳振斌 

五、出席：江基清、吳晉福、洪敏捷、劉炳宏、 

張正鳴、陳嘉偉、林金結、劉炳華、 

邱仁賢、吳振斌、林同義、黃文龍。 

甲、 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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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3 第 1279 次例會，社區服務-新北 

市第二十一屆國中.國小書法比賽頒獎 

典禮暨與板橋北區扶輪社聯合例會。 

        12/10 第 1280 次例會，常年大會。 

        12/17 第 1281 次例會，社區服務-一萬 

個圓夢計劃捐贈儀式。 

        12/24 第 1282 次例會，新北市第二、 

四、七分區十七扶輪社聯合例會假新北 

市農會舉行。 

        12/31 第 1283 次例會，適逢元旦假期， 

休會乙次。 

決  議：通過。 

第三案：社區服務-捐贈創世基金會抽痰機二 

台。請討論。 

決  議：由社區服務提撥二萬二仟元。 

第 25 屆顧問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0 年 11 月 0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五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江基清 

四、記錄：程文金 

五、出席：邱明政、黃明志、郭祐福、薛松茂、 

吳振斌、王世原、黃文龍、郭昭揚、 

洪敏捷、林同義、張茂樹、黃伯堯、 

劉炳華、程文金、江基清。 

六、 列席：謝堂誠 

甲、提案討論 

第一案：二○一三~二○一四年(第二十七屆)社長 

當選人「羅國龍」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社區服務~贊助防止自殺巡迴講座 

時間：11 月 15 日(星期二)11:30 

地點：新北市生命線協會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 245 巷 89 號 1 樓) 

 

社友Tom公子林智文先生婚宴 

時間：11 月 19 日(星期六)18:00 

地點：台北水源會館二樓牡丹廳 

        (台北市中正區思源街 16 號 2 樓)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聯合高爾夫球賽 
比賽日期：11 月 24 日(星期四) 

上午 10:30 報到  11：00 開球 

比賽地點：立益高爾夫球場 

(新竹縣關西鎮東山里湖肚 55 號）  

擊球費用：每人約$2,399 元 

(含球車、桿弟費) 

新北市第二、四、七分區 

十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活動 
時間：11 月 26 日(星期六) 

地點：大板根森林園區 

（新北市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備註：(1)屆時社內將會準備早餐、水。 

         (2)請全體社友伉儷穿著 24 屆製作 

之運動服出席活動。

 

社友 Lobo 千金羅娸禎小姐婚宴 

時間：11 月 27 日(星期日)18: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二樓國際廳(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63 號) 



本週節目 

十一月十二日 

第 1276 次例會 

【社區服務-贊助台灣慈幼會貧困孩童】 

【社區服務-頒發板東扶青團年度經費】 

節目介紹人：社友 林忠慶 
主  講  者：奇唯科技副經理 林齊癸先生 
講      題：股市虛擬交易所 

 

下週節目 

十一月十九日 

第 1277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郭昭揚 
主  講  者：台灣大學哲學系 

教授 林火旺先生 
講      題：珍惜 

 

 

 

敬祝 生日快樂! 
許國騰社友(11.13) 

黃伯堯前社長(11.14) 

陳明忠社友(11.15) 

羅致政社友(11.17) 

林忠慶社友夫人(11.1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薛松茂前社長(11.12)38 年 

 

第三次社長、秘書聯誼會 

時    間：11 月 27 日(星期日)14:00 

地    點：本社會議室 

參加人員：黃文龍、吳振斌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0年11月05日   第1275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6 名 

出席人數：                      34 名 

缺席人數：                      14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6 名 

出 席 率：                       75% 

二、本次例會想念您! 

Abula、Archi、Bank、Coach、Decor、Duval、 

Frank、Herbert、Jerry、Jeremy、Kevin、 

Master、Picasso、Power 

三、祝您旅途愉快! 

    George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0月11月05日     第1275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494,600

Aero 2,000 Land 2,000

AL 1,000 Masa 1,000

Dental 1,000 Roberta 1,000

Eric 10,000 Shige 1,000

Fuku 5,000 Stainless 1,000

Gary 1,000 Stock 1,000

Handsome 2,000 Sunny 26,000

James 1,000 Wood 5,000

小計：       $61,000 總計：      $555,6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433,600

Hero 7,700 Sun-Rise 5,200

James 5,200  

小計：       $18,100 總計：      $451,700

  

 社區服務~ 

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賽 
 

時間：11 月 13 日(星期日)09:30 

地點：光復國中(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