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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莊中央扶輪社 15 週年】 
 時間：2月 24 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板橋南區扶輪社 25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日)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蘆洲扶輪社 26 週年】 
 時間：3月 3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國賓飯店 

【五工扶輪社 15 週年】 
時間：3月 5(星期二)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群英扶輪社 2週年】 
時間：3月 9日(星期六)13:30 
地點：玫瑰古蹟 
 

【三重北區扶輪社授證 22 週年】 
時間：3月 1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土城山櫻扶輪社授證 9週年】 
時間：3月 22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土城雲林鵝肉城 
【頭前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3 日(星期六)17:30 
地點：三重珍豪大飯店 
【新莊扶輪社授證 36 週年】 
時間：3月 27 日(星期三)17:30 
地點：台北花園酒店 
【三重泰安扶輪社授證 4週年】 
時間：3月 28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例 會 記 要 

02 月 02 日   第 1340 次例會 

 

 社長 Land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P.ENT： 

歡迎主講者史隆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陳東豐

先生(台北西區社社友 Tech)、資深顧問張淑

茵小姐、資深顧問戴嘉盈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 Frank 夫人、Picasso 夫人、Lawyer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 Picasso，結婚 33 週年快樂! 

 秘書 Otok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二月份理事會，敬請全

體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2) 二月九日(星期六)第 1341 次例會、二

月十六日(星期六)第 1342 次例會，適

逢春節連續假日休會乙次。 

(3) 二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

假板橋擔仔麵餐廳舉行「慶祝春節晚會

暨第四次爐邊會議」敬請全體社友伉儷

撥冗出席。 

(4) 社長當選人 LOBO 謹訂於三月十七日

(星期日)下午六時假板橋永饌樓餐廳

宴請全體社友伉儷，屆時敬請全體社友

伉儷撥冗參加。 

(5) 總監盃高爾夫球賽，謹訂於三月二十日

(星期三)或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假

花蓮高爾夫球俱樂部(花蓮市化道路

120 號）舉行。報名費每人 500 元，欲

參加之社友請向余 s登記。 

 社友 Life 介紹主講者： 

姓名：陳東豐先生 

學歷：美國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學院科技管理 

碩士、國立台灣大學生化科技學士 

曾任：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美國 

AIG 新事業暨財富管理業務台灣區負 

責人、玉山金融控股公司風險管理業 

務總經理 

現任：史隆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暨首席顧問 

師 

歐美日實施量化寬鬆政策後，如何

明確掌握政經趨勢，找出2013年之

投資獲利策略 

  

 

 

 

 

 

 

 

 

 

 

史隆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 陳東豐先生 

2012.11.08 惠譽國際評級重申﹐若美國未能及時

解決財政懸崖和債務上限問題，其信用評級就可

【
友
社
授
證
】 



能在 2013 年被下調 

2012.01.13 標普砍歐洲 9國信評。歐債危機(希

臘、愛爾蘭、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 8 美元)

比雷曼風暴(6390 億美元)嚴重 12 倍。 

【台股未來展望】 

台北市美國商會昨天發表「2013 商業景氣調

查」，受訪會員對今年景氣較去年樂觀，但對台

灣未來五年的商業景氣樂觀度直線下滑，2011

年 81%，去年降至 70%，今年只剩 56%。報告中也

指出不利外商來台灣發展的阻礙，點出行政效

率、人力素質、租稅環境等三大問題。  

優秀的勞動力、科技部門，還有良好的生活環

境，讓台灣依然是吸引外商的地區商業中樞；但

鄰近各國的經貿條件日漸完備，台灣的優勢已不

那麼強勁，其中南韓表現格外搶眼，同樣面對全

球景氣持續疲弱不振，台灣競逐國際市場的能力

十分堪憂。零售業方面，台灣勞動成本上升，也

讓企業獲利雪上加霜，影響跨國公司在台投資意

願。 

美股 11 月大選後將結束 B 波反彈，接下來

會進行長達約 21~23 個月的 C波修正，屆時將影

響包括歐股、台股等市場走入較大幅度(空間)、

長時間(週期)的空頭修正(但不影響陸股，因循

環週期不同步，陸股現正位處 C波尾端，約等於

民國 81 年底約近 3098 前的台股，之後將緩步邁

向另一個中級多頭波的循環)；11 月份後台股受

美歐股市左右會更明顯，加上明年景氣下滑，估

明年(2013)第 3~4 季會出現另一次 Cycle low 的

可能(約 4800點附近)=台股近23年來第11次致

富、翻身的機會。 在此之前的資金，勿在台股

大盤指數 23 年中心線的上半部停留=輸多贏少，

我們要夠聰明地進行【多頭連結】=連結黃金、

白銀、原油、歐元/美元+小台、選擇權等來回操

作累積資本，直到明年台股的大好 timing。 

【兩岸貨幣清算機制】 

國內人民幣業務 2月 6日「全面啟動」。陸方授

意的在台人民幣市場模式，基本上與香港一樣。

先是人民銀行授權給中銀台北在台清算，再由我

方央行和中銀台北另外簽署協議成為人民幣清

算行，跟香港制度看齊。台灣成為香港以外第一

個擁有人民幣清算行的市場，擁有先行優勢。為

台灣金融服務業帶來新的一頁。 

【黃金投資行情】 

雖然 2012 年黃金仍上漲 7%，但不配合的聲音在

年底悄悄來臨，2012 年 9 月 13 日，美聯儲宣佈

推出第三輪量化寬鬆政策，刺激紐約金價大幅上

漲。不過，臨近年底，最新一輪量化寬鬆政策對

黃金市場的刺激效應趨於失靈，在美聯儲推出第

四輪量化寬鬆的政策之後，黃金並未能繼續大

漲，而是走出了下跌行情。在年底黃金上漲行情

遭遇拋盤壓力，累及 2012 年的全年漲幅。黃金

的走勢受各國央行貨幣政策的影響較大，目前各

國貨幣政策擴大寬鬆的餘地已經很小，這為今年

黃金走勢蒙上了陰影。” 

 社長 Land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陳總經理，

小社旗、車馬費感謝其精湛演說。 

 出席 Jason、糾察 P.P.Eric，報告本週出席

率、紅箱收入。 

 社長 Land 鳴鐘閉會。 

二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謝堂誠 
四、記錄：賴建男 
五、出席：張富逸、郭祐福、王信興、謝堂誠、 

賴建男、陳萬祥、張茂樹、李榮鏗、 
劉炳華、吳振斌、黃文龍 

甲、 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一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表。 

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四月份行事曆 
        04/06 第 1349 次例會，適逢清明節連 

續假期，休會乙次。 
        04/13 第 1350 次例會，國際扶輪三四 

九○地區第二十三屆地區年會假花蓮 
小巨蛋舉行。 

        04/20 第 1351 次例會，「掌握行情回 
升新契機」資深財經記者 許啟智先 
生。 
04/27 第 135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二月十六日(星期六)第 1342 次例 

會，適逢春節連續假期休會乙次。請 
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社友謝鑫浩先生因事業繁忙申請退 

社。請討論。 
決  議：社籍截止至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31 

日止。 
第五案：本社授證二十六週年慶典晚會表演節 

目。請討論。 
決  議：社友伉儷合唱表演、先天性成骨不全 

症關懷協會(玻璃娃娃)表演。 



本週節目 

二月二十三日 

第 1343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下週節目 

三月二日 

第 134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許興國 社友 

主  講  者：名演說家 鍾曜陽先生 

講      題：2013 運勢分析 

 

敬祝 生日快樂! 

鄭德文前社長(02.26) 

游章杰社友夫人(02.24) 

李水日前社長夫人(02.28) 

周肇原社友夫人(02.28) 

賴建男秘書夫人(02.28)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2年02月02日   第1340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5 名 

出席人數：                      36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4 名 

出 席 率：                       81%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Archi、Frank、Herbert、 

Jerry、Lankes、Ming-Long、Stainless、 

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Kevin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2月02月02日   第1340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827,000
AL 2,000 Lawyer 2,000
Cathay 1,000 Life 1,000
Dental 1,000 Masa 1,000
ENT 1,000 Noni 1,000
Eric 3,000 Otoko 2,000
First 1,000 Picasso 5,000
Fuku 1,000 Roberta 1,000
James 1,000 Tea 3,000
Jason 1,000 Tony 2,000
Junior 1,000 Trading 2,000
Land 6,000 Wood 1,000
小計：      $40,000 總計：    $867,0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778,750
Dental 5,200 Handsome 5,200
小計：     $10,400 總計：    $789,150
 

第 27 屆第二次籌備會議 

【時間】：3月 2日(星期六)14:00 

【地點】：本社會議室 

【備註】：敬請第 27 屆理事當選人撥冗出席 
 
 

社長當選人 Lobo 伉儷有請 

【時間】：3月 17 日(星期日)18:00 

【地點】：板橋永饌樓餐廳 

【備註】：敬邀全體社友伉儷撥冗出席 
 

 

徵求~第 23 屆地區年會 

   職業交流展覽會攤位 
【時間】：4月 13 日(星期六)10:00-18:00 

4 月 14 日(星期日)9:00-14:00 

【地點】：花蓮德興運動公園 

【費用】：每一攤位場地清潔費 2000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