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8 月 18 日   第 1316 次例會 

 

 中午十二時，與板橋社所輔導之八社聯合例

會假新北市農會五樓報到、用餐，中午十二

時五十分三樓會議室舉行例會。 

 板橋社社長 James 鳴鐘開會。 

 板橋社聯誼 Family 主持聯誼活動，歡迎主

講者 IDI 朝代國際集團總裁柯耀宗先生、總

監 Young、各位扶輪先進、寶眷蒞臨例會。 

 板橋社社長 James 介紹，板橋社創社社友、

各社創社社長、褓姆、輔導主委。 

 板橋社 P.P.Archi 介紹主講者： 

姓名：柯耀宗先生 

榮譽：以『整合先生 Mr.Integration』享譽 

國際，榮登美國 83 年歷史的國際名 

人錄、台灣名人錄及財經菁英世紀名 

人錄。 

29 歲即獲邀加入國際扶輪社。 

   著作：整合的藝術—活出生命的光彩、 

IDI 科技光碟。 

超級價值力-競爭優勢大改造 

  

 

 

 

 

 

 

 

 
 

IDI朝代國際集團總裁 柯耀宗先生 

    全世界的產業起了驚天動地的改變，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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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爾街的頭條，全球大型的銀行遭到兩個字「降

息」。 

-花旗銀行被下調兩檔 

-高盛被下調兩檔 

-摩根大通也下調兩檔 

此狀況之嚴重性為--銀行是產業的血脈，若銀行

遭遇如此重創，將連帶影響產業。台灣連續 5個

月出口完全負成長，中國連續 6季減緩成長，中

國如果出問題，台灣也將受影響。 

全世界並沒有不景氣，只是在做「轉型」 

郭台銘董事長 2012 年說：往後的幾年有太多的

不確定，唯一可以確定的只有兩個字「衰退」。

這一波的不景氣是從 1974 年創業以來所不曾遇

過的： 

-大同集團去年一整年蒸發了 755 億， 

-聯電蒸發了 1614 億， 

-友達蒸發了 1983 億， 

產業到底起了什麼改變？金融爆發徹徹底底改

變所有的事情。 

微軟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 

各位在唸管理研究所時，教科書上都會寫”

Productive”叫做生產力，但現在已不能稱為生

產力了，現在叫做「價值力」。很會生產但賣不

出去，就產生庫存。庫存就是資押資金，關鍵全

部在於怎樣賣出這個價值，所以現在世界上沒有

製造業，沒有服務業，只剩一個行業，這個行業

就叫做「附加價值業」--誰能賣出真正的附加價

值，誰就有辦法創造出更強的競爭優勢。 

競爭力來自於： 

1.破壞規則。 

2.數位化。 

3.產品的價值。 

4.經驗的價值。 

 板橋社社長 James 代表九扶輪社致贈主講者

柯總裁車馬費，感謝其精彩演說。 

 八扶輪社社長分別致贈柯總裁小社旗。 

 板橋社社長 Archi 代表九扶輪社頒發紀念品

予板橋社創社社友、各社創社社長、褓姆、

輔導主委。 

 板橋社秘書 Charles 代表九扶輪社做秘書報

告。 

 板橋社出席 Max 代表九扶輪社做出席報告。 

 板橋社社長 James 鳴鐘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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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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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捐熱血送月餅活動 

時    間：8月 22 日(星期三)10:00 
地    點：民享市場活動中心(中和區民享街 37 號) 

 

 

 

 

 

 

 

 

 

 

 

 

合影留念                               致贈給民眾的紀念品-月餅                



社區服務-17 社世界清潔日 

時間：9月 15 日(星期六) 
地點：土城堤防道外浮洲橋下(浮洲藝術河濱公園與溪洲運動河濱公園中間） 

程序：09:00 集合、享用早餐 

        09:30 開始清潔環境 

        10:40 集合、拍照 

        11:00 清運垃圾 

        11:20 散會 

        12:00 第二分區八扶輪社假土城海霸王餐廳一同餐敘 

交通：開車，請由「板橋四川路」往樹林浮洲方向走「浮洲橋旁車道」(不上浮洲橋)靠右進入 

「環河道」到底左轉穿越「鐵路橋」下，往土城方向直行看到「浮洲橋越堤道」進入越 

堤道後即是「河濱公園」，請把車子停妥在步行至「活動集合地」。 

地圖： 

 

 

 

 

 

 

 

 

 

  

 

 

 

備註：(1)當日敬請穿著社長 Land 致贈之 Polo 衫出席活動。 

        (2)社內會準備手套、夾子、垃圾袋，為響應環保請自行攜帶飲用水。 

     

職業服務-參觀優良企業 

日期：10 月 4 日(星期四) 

行程： 

時間 內容 

08:30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馥華飯店出發 

09:00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社館出發 

10:00 參觀南僑觀光工廠(桃園縣龜山工業區興邦路 35 號)  

12:00 午餐 

14:00 參觀中華穀類食品工業技術研究所(新北市八里區下罟子 12 之 6 號) 

15:30 參觀八里垃圾焚化廠(新北市八里區下罟里下罟子 65 號) 

17:30 晚餐 

備註：為安排各項事宜，敬請社友寶眷儘早報名。

  



本週節目 

八月二十五日 

第 1317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RYE Outbound 學生邱奕淳歸國報告 

 

下週節目 

九月一日 

第 131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吳晉福 

 主  講  者：亞東醫院醫學美容中心 

主任 蔡宗樺先生 

 講      題：醫美停、看、聽 

 
 

敬祝 生日快樂! 
 連耀霖社友(08.25) 

 張正鳴社友(08.26)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1年08月18日   第1316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7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15 名 

出國人數：                       5 名 

免計出席：                       4 名 

補 出 席：                       1 名 

出 席 率：                       7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rchi、Coach、Decor、Dental、 

Herbert、Jason、Jerry、Kevin、Lawyer 

Main-Long、Noni、Picasso、Stainless、 

Tom 

三、祝您旅途愉快! 

    Aero、AL、Frank、Investor、Sun-Rise 

 

 

 

 

 

社區服務-捐贈紅十字會水上

安全工作大隊長筒防滑鞋暨表

揚志工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0:00 
地    點：大阪根森林溫泉渡假村 

(三峽區插角里 80 號) 

 
 

社區服務-頒發台灣慈幼會弱

勢家庭孩童獎助金 
時    間：8月 26 日(星期日)15:00 
地    點：聖約翰科技大學 

(淡水區淡金路四段 499 號) 

 

 

第 26 屆內輪會 

時間：9月 4日(星期二)12:00 

 地點：台北長榮桂冠酒店三樓牡丹廳 

(台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63 號) 

備註：敬請參與內輪會之社友夫人準時 

撥冗出席。 

 

地區扶輪基金研習會 

時間：9月 8日(星期六)10:00 

地點：新北市政府 507 會議室 

(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參加：謝堂誠、賴建男、郭祐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