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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林新乾 社友夫人(11.23)Printer 夫人 
楊東卿 前社⻑夫⼈(11.25)P.P.Torque 夫人 
敬祝結婚週年紀念日快樂 
洪國恒 社友(84.11.23)Nick ♥ 
廖淑雯 女士(結婚二十三週年紀念日) 
鄭俊彥 社友(73.11.24)Art ♥ 
古孟鑫 女士(結婚三十三週年紀念日) 
張立昇 社友(85.11.29)Max ♥ 
李玲儀 女士(結婚⼆⼗⼀週年紀念日) 

 

 

 

 

 

時間：106 年 11 月 9 日(星期四) 

地點：本社會議室 

主席：陳福源  社長     紀錄：黃軒凱  秘書 

出席：陳福源、阮良雄、黃軒凱、楊東卿、陳國義、 

鄭錦玉、何溪泉、薛銘鴻、劉紹榮、邱馳翔、 

高建順、邱建明、曾文淵、張泰西 

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討論提案 

第一案：十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十二月二十一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

六五○次例會，為舉辦第二次爐邊會議暨

扶輪家庭日、休閒活動-電影欣賞，變更

例會時間於十二月十七日(星期日)於板橋

吉立餐廳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扶輪公益網義賣活動 
"挖寶趣"跳蚤市場 

今年度本社配合扶輪公益網，參與此次義賣活動，

敬請社友將家中不適用之舊物品找到新主人，賦於

新生命，創造新價值。 

社友可先將物資於 11 月 24 日(星期五)帶來至社

館，以方便集中匯整，感謝您!! 

時間：106 年 11 月 25 日(星期六) 

下午 2：00-7：00 

地點：新北市市民廣場 

 

 

 

 

 

 

 

 

 

 

 

 

 

 

 

 

 

 

    

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指定用途捐款    

邱建明社友 新北市大成國小清寒學童 

課後輔導費用 陸萬元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月份理事會記錄 

~~~~歡迎新社友入社歡迎新社友入社歡迎新社友入社歡迎新社友入社~~~~ 

  

姓  名：張慶林  社  名：Post 

出生日期：1953.08.19 

籍  貫：台灣 彰化縣 

職業分類：律師 

現  職：慶揚法律事務所  

職  稱：主持律師 

通訊地址：板橋區中山路二段 113 號 8 樓 

電  話：02-2956-3928 

夫人芳名：高鳳珍 

夫人生日：5 月 5 日 

結婚週年紀念日：1982.12.10 

入社介紹人：程萬全、葛家勛 



 

 

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例會花絮    

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專題演講摘錄    

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新技術衍發新潛力股    

 
台中銀証券研究部 連乾文 副總經理 

壹壹壹壹、、、、新經濟新經濟新經濟新經濟－－－－獲利兩極化獲利兩極化獲利兩極化獲利兩極化 

•獲利兩極化 

•上市櫃獲利： 

14 年 1.88兆元,15 年 1.84兆元,16 年 1.88兆元 

(1)台積電： 

17 年 3420E 元,18 年 4054E 元,19 年 4590E 元。 

(2)大立光： 

17 年 286E 元,18 年 338E 元,19 年 368E 元。 

(3)鴻海： 

17 年 1467E 元,18 年 1720E 元,19 年 1828E 元。 

•人工智慧 AI：nVidia 

(深度學習、機械學習、大數據) 

(1)AI：17 年 12.5E美元，20 年 60.8E美元。 

(2)台積電、祥碩、創意。 

 

貳貳貳貳、、、、產業趨勢產業趨勢產業趨勢產業趨勢  

•矽晶圓浪頭上產業： 

(1)矽晶圓 07-16 年由 1.41美元跌至 0.58美元。 

環球晶：14 年 6.6 元,15 年 2.5 元。 

(2)中國自給率 27%偏低： 

進口晶片高達 2500E美元>Oil。 

(3)全球這一、兩年正密集在蓋晶圓廠：尤其是中

國。 

12吋廠：20-30E美元。16 年 100座，20 年 

125座。 

8吋廠：10E美元。16 年 148座，20 年 210座。 

•矽晶圓浪頭上產業： 

(4)12吋中國矽晶圓：缺口 17 年 5%，18 年 9%，

19 年 12%。 

月需求：17 年 50.7 萬片，18 年 62.8 萬片， 

19 年 81 萬片，20 年 116 萬片， 

25 年 134 萬片。 

ASP：17/4Q 80美元，18/1Q 100美元。 

(5)8吋矽晶圓：18 年中國有 6座 8吋廠。 

缺口：17 年 2.3%,18 年 3.5%。 

17 年：供給+3.5%,需求+17%。 

18 年：供給+2.6%,需求+5%。 

(6)環球晶：17 年 11.4 元，18 年 25 元， 

19 年 34.5 元。 

‧Amazon Echo：聯發科。 

 

‧iX：18 年估有銷售 1E 支實力 

(1)3D Sening(人臉辨識、AR遊戲)。 

 

 



 

 

 

 

 

 

 

 

 

 

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新北市第二分區第二分區第二分區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八扶輪社八扶輪社八扶輪社植樹活動植樹活動植樹活動植樹活動    

為響應 2017-18 年度國際扶輪社長 伊恩 萊斯禮(Ian H.S. Riseley)保護行星地球計劃，本分區在

A.G.Elevator、D.V.S.Shally 指導及策劃下，訂於 11 月 10 日(星期五)假桃園市八德區茄苳路 510 巷內農

地，種一棵樹減碳救地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登山    

時間：107 年 11 月 12 日(星期日)     地點：中和烘爐地南山福德宮 

   

  

(2)順暢度強：4169 分>三星 1965 分>高通 1901 分 

>華為 1886 分 

 

•電動車 

(1)最大受惠：貿聯。 

(2)車用鏡頭：亞光。 

 

 



 

 

                                                                                                                                                              
 

例會事項報告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8 名     補出席人數：25 名 
出席人數：46 名    免 計出席：10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 席 率：92%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Banker,Food,Golf,Jet,Land,Max,Seven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連乾文 副總經理 台中銀証券研究部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515,750 

BUENO 第二期 4,250 

GENIAL 第二期 6,250 

SCHOOLING 第二期 4,250 

FRANKLIN 第二期 4,250 

TIGER 第二期 4,250 

NICK 第二期 4,250 

INFINITY 第一期 4,250 

INFINITY 第二期 4,250 

CHARLES 第二期 4,250 

APPLE 第二期 4,250 

JIA-PIN 第二期 6,250 

WINE 第二期 4,250 

A CHENG 第二期 4,250 

合計  59,250 

累計  575,000 

一般捐款 

Gas 
1.買時間 
2.同學 Stock 社長精彩演講 

2,000 

Lucky 
1.Ocean PP 金婚快樂  
2.主講先生精彩演講 

2,000 

Ocean 
結婚五十週年慶 不離不棄五
十年 相親相愛半世紀 

12,000 

Jyi-Lih 總歡喜 1,000 

Lawyer Ocean PP 結婚五十週年快樂 1,000 

Ortho 歡喜學長金婚 50 週年快樂 1,000 

Young 歡迎主講人 Stock 蒞社演講以 1,000 

及 PP Ocean 及夫人金婚紀念 

Green 歡喜 Ocean PP 身體健康 1,000 

Tiger 土城社社長 Stock 來當講師 1,000 

Care 土城社社長 Stock 精彩演講 1,000 

Charles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James Kao 生日快樂 1,000 

連乾文 講師費回捐 3,000 

合計  28,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Stone 歡喜阿文師精彩演講 1,000 

Smile 11/21 生日快樂 1,000 

Terry 11/11 生日快樂 1,000 

Wine 11/9 生日快樂 1,000 

Johnny 11/14 生日快樂 1,000 

Bank 
1.11/17 生日快樂  
2.11/13 夫人生日快樂 

2,000 

Infinity 11/22 生日快樂 1,000 

Nick 11/22 生日快樂 1,000 

Book 11/1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Art 11/12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Duke 11/20 夫人生日快樂 1,000 

Service 11/11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13,000 

 

 

 

 

 

 

 

 

 

 

 

 

本本本本 週週週週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第 2646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23 日 

●主講人：紫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豐存 總經理 

●講題：台灣扶輪公益網介紹與教學 

●節目介紹人：蕭錦聰 前社長 

節節節節 目目目目 預預預預 告告告告   第 2647 次例會 

                         106 年 11 月 30 日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