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11 月 15 第 1433 次例會 

 社長 Otoko 鳴鐘開會。 
 代理聯誼 Polo 主持： 

歡迎主講者工業研究院國會小組主任許仁
杰先生、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 Picasso、Master，生日快樂! 
敬祝 P.P.Masa 結婚 57 週年快樂! 

 代理秘書 Hero 報告： 
(1) 例會結束後召開十一月份理事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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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區服務-新北市國中、小學書法比賽決

賽，謹訂於十一月十六日(星期日)上午
九時三十分假光復高中舉行。 

(4) 感謝 A.G.Long-Life、D.V.S.Torque 致
贈全體社友平安吊飾。 

 P.P.James 介紹主講者： 
姓名：許仁杰先生 
出生：1963 年 1 月 8日 
學歷：M.B.A,University of Scranton,PA 

曾任：工研院兩岸小組總監;技術服務中 
心、服務業科技應用中心企劃推廣組 
組長;開放實驗室/育成中心經理 

現任：工研院國會小組主任 
    榮譽：推廣服務獎、績優服務獎、亞洲科學 

  園協會顧問 

談產業創新與新創產業 

  

 

 

 

 

 

 

 

 

工研院國會小組主任 許仁杰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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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項主要的國際趨勢： 

1.氣候變遷、糧食與能源資源欠缺 

2.科技匯流與整合 

3.研發創新、國際化 

4.人口結構變化 

5.生活型態趨多元智慧化 

6.新興國家勢力增長 

2020 趨勢對台影響與意涵 

人口結構變遷 

-2019 邁入高齡社會，65 歲及以上人口佔 14%，

本土高齡市場興起。 

-15-65 歲傳統勞動力人口比於 2015 年達到過去

50 年的顛峰後(74%)開始逆轉下滑。 

全球化與亞洲興起 

-資訊快速傳播，產業替換快速，後進國家急起

直追。 

-亞洲成為帶動全球經濟成長的重要引擎，並形

成區域經濟整合，我國必須突破孤立困境。 

氣候變遷與資源 

-全球氣候變遷，台灣國土與永續議題，挑戰嚴

峻。 

-新興國家對原物料需求造成物價波動，弱化我

國貿易條件(進口價高使出口加值有限)。 

-全球環保規範(哥本哈根協議)：綠色產業鏈、

生活形態、經濟運作型態改變。 

兩岸經貿互動的新進展 

2001 年台灣對中國及香港的出口比重 26.6

％，2007 為 40.7％，2010 年為 41.8％，近兩年

降至 39.4％、39.7％，已回到 2006 年的水準。 

2008 年台灣對中國出口依存度：28.9% 

-韓：22%；日：16% 

-1994 年台灣在中國市場佔有率 12.8%，2008 年

降至 7.6%；為韓、美所超越。 

台灣在兩岸政策的鬆綁趨勢 

-兩岸大三通、兩岸產業合作交流、自由經貿區、

ECFA、開放中資來台。 

中國從全球製造基地轉為「消費大國」 

-台灣以中間財為主的出口形式，不利於開拓中

國的內需市場。 

-目前能進軍中國內需市場的台商，大多以「當

地化」形式為主，對台灣經濟助益有限。 

中國的部分發展目標 

中國區域經濟板塊的形成；台灣需預應兩岸競

合的中國內區域面向。 

-2009 年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改革發展規劃

綱要（2008-2020 年）》預計到 2020 年，珠三角

地區 GDP 總值將達到 72,500 億元，力爭趕上韓

國，人均 GDP 達 135,000 元（依目前匯率約 2萬

美元），超過現在台灣水平。 

-上海規劃在2020年建設達成國際金融中心的目

標。 

金融從業人員從目前的 20 萬人，大幅提昇為 100

萬人。 

-智庫與政府部門需積極參與兩岸間的「區域論

壇」；兩岸合作通往中國大陸中央政府的巧徑可

能是地方政府。 

2006-2020 年《國家中長期科學和技術發展規

劃綱要》的發展目標，三個階段進程 

-第二階段（2011-20 年）：加速科技發展，提高

自主創新能力，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 

-第三階段（2021-50 年）：科技持續發展，成為

創新型國家及世界一流科技強國 

-金融海嘯與節能減碳趨勢可能驅動中國加速自

主創新的步伐。新能源、電動車等領域 

兩岸產業科技合作重要前提：台灣需要有獨特

的利基。 

台灣製造活動的特徵 

-軟硬體整合、服務系統、基礎技術能力不夠，

故在複雜產品系統領域，面臨難以突破的障礙。 

-較少具國際影響力的品牌。 

-產品主架構受制於人，升級方向以模組型中間

財為主。 

-重技術提升，但未能貼近市場，不易建立差異

化、設計、加值、品牌、服務等創造更高價值的

競爭優勢。 

SWOT 分析：優勢 

-台灣的在地生活型態，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特

質，並在品質  領先許多亞太新興國家，有重新

定義「新價值」的能耐。 

-擁有傳產、獨特地理景觀及文創等吸睛良好基

礎在ICT領域中高階零組件享有本土能耐比較優

勢，特別是 IC 製造服務與設計。 

-部分產業結合中間財與海外生產網路可為國際

廠商重要合作夥伴。 

-製造的產品品質，介於中階市場定位，可整合

產業所擅長的中階產品區隔進軍新興的優質平

價市場。 

-服務中國大陸市場和與中國大陸交流合作享有

相當程度的比較優勢。 

SWOT 分析：劣勢 

-長期耕耘於國際生產網路的代工，缺乏對最終

市場需求的理解與掌握。 

-製造能耐長於開放模組之零組件、硬體，對系

統架構掌握不足，且較缺乏系統整合能力與軟體



服務之提供能力。 

-研發投資過於偏重 ICT 領域，且受制於全球創

新網絡，相關研發投資與本土需求和發展較少連

結。 

-服務業受制於管制規範與較少需求引導政策的

配合，故比較偏向於經濟活動的支援者，較少成

為經濟擴張的來源。 

-政治因素影響對內政策的制定和落實，與對外

經貿科技合作關係的拓展。 

兩岸經貿合作之策略思考 

-ECFA 的重要性與影響不能單獨來看，甚至於不

能完全只從兩岸貿易與投資自由化的角度來討

論。 

-中國大陸發展模式的轉變；在十一五規劃階段

就在醞釀，因全球金融海嘯而加速。 

-金融海嘯對全球和兩岸經濟都產生深遠的影

響，故兩岸產業與經濟合作的演進應超越既有脈

絡與格局，要有新內涵，需有「新思維」、「新

夥伴關係」與「新合作模式」。  

-兩岸產業合作的基礎，可從比較優勢（而非絕

對優勢）的觀點，形成互惠雙贏。 

-健全試點內涵與機制。 

-突破「軟議題與制度」之障礙。 

產業經濟展大趨勢 

勞力密集→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創新密集。 

三創：創意 → 創新 → 創業。 

智慧財產權成為重大議題。台灣近 10 年每年

繳付跨國大企業的授權費與權利金，             

為 NT$1,900-3,900 億 

轉型升级：建立核心競爭力、提高附加價值。 

國際趨勢、兩岸關係對台灣未來發展影響重大 

面對新環境，需有：新思維、新願景、新目標、

新策略、新做法。企業發展需整合資源投入、研

發能力、智財權布局、商業模式、管理與協調能

力。工研院可做為各位事業發展的策略夥伴。 

 社長 Otoko 代表本社致贈許主任小社旗，感

謝其精湛演說。 

 代理出席 I.P.P.Lob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

社友出席情況。 

 社長 Otoko 鳴鐘閉會。 

 

12 月板東扶青團行事曆 

12/7 家扶義賣園遊會 

12/13 地區職業博覽會 

 

十一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二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劉孟賜、張富逸、葉進一、劉炳宏 

黃伯堯、呂仁團、羅國龍、賴建男 

陳萬祥、張茂樹、劉炳華、陳偉信 

甲、 討論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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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6 第 1436 次例會，常年大會選舉第 

二十九屆理事當選人。 

        12/13 第 1437 次例會，社區服務-一萬 

個圓夢計劃捐贈儀式。 

        12/20 第 1438 次例會，新北市國中、小 

學書法比賽頒獎典禮暨板橋北區扶輪 

社蒞臨訪問。 

        12/27 第 1439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二十八屆顧問委員會記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5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三十分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羅國龍 

四、記錄：張富逸 

五、出席：邱明政、李水日、黃明志、郭祐福 

郭道明、葉進一、薛松茂、王世原 

郭昭揚、林同義、張茂樹、黃伯堯 

劉炳華、李榮鏗、張富逸、程文金 

羅國龍 

六、列席：賴建男、陳萬祥 

第一案：二○一六-二○一七年度(第三十屆)社 

長當選人劉炳宏資格審查。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請推選二○一五-二○一六年度第二分 

區助理總監人選。請討論。 

決  議：委由顧問主委 I.P.P.Lobo 徵詢人選。 

第三案：請推選二○一六~二○一七年度第二分 

區地區副秘書人選。請討論。 

決  議：委由顧問主委 I.P.P.Lobo 徵詢人選。 



第二分區七扶輪社聯合登山暨趣味競賽活動 

日期：11 月 9 日(星期日)08:00 

地點：中和南山福德宮 

 

  ~恭喜~                                      
  趣味競賽趣味泡泡龍第三名-板橋東區社 

  趣味競賽團體精神獎第二名-板橋東區社 

  遠百 SOGO 禮券- Junior、黃芳珠女士 

  烹飪鍋-賴彥廷先生                                       

  象印保溫瓶-P.P.Fuku                                     

  行動電源-林淑容女士                                    全體合影留念    

  珍珠項鍊-P.P.Tony、江琇珍女士                

  特香齋餐券-Roberta、周書緯先生                                         

  護手霜-Junior               

  威士忌-P.P.Land 

平板電腦-Otoko、劉雅竹小姐  

 

                                                   

 

  獲得趣味競賽第三名 

 

社區服務-書法比賽決賽剪影 

時間：11 月 16 日(星期日)9:30 

地點：光復高中(板橋區光環路一段 7號) 

 

 

 

 

 

 

 

 
 

與新北市書法協會理事長唐菁先生暨板橋北區扶輪社合影留念 



第二分區聯合高爾夫球賽 

比賽日期：11 月 26 日(星期三) 

上午 11:00 報到 11:30 開球 

比賽地點：大溪鴻禧高爾夫球場 

(桃園縣大溪鎮日新路 168 號） 

參加人員：賴建男、鄭德文、羅國龍、 

劉炳宏、蕭慶安 
 

11 月高爾夫球友誼賽 

日期：11 月 27 日(星期四) 

上午 11:10 報到 11:30 開球 

地點：台北高爾夫球場 

餐敘：下午 7:00 假板橋銀鳳樓餐廳 
 
 

社區服務-校園兒童青少年憂

鬱防治輔導計畫宣導講座 
時間：11 月 28 日(星期五)14:20-15:00 

地點：板橋海山國小(視聽教室) 

 
 

友社授證 
【三重南區扶輪社授證 25 週年】 

時間：12 月 4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彭園會館三重店 4樓宴會廳 

(新北市三重區龍門路 6號 4樓) 

 

社區服務-寒冬送暖園遊會 

時間：12 月 7 日(星期日)10:00 

地點：樹林高中(樹林區中華路 8號) 

協辦：板橋東區社、板橋東區扶青團 

 

新世代扶輪日-地區成年禮 

活動時間：12 月 14 日(星期日)12:30 報到 

活動地點：大觀書院(板橋區西門街 5號) 

參加人員：賴彥廷 

 

來函照登- 

公告 2017-2018 年度 地區總監提名候選人
審查會議決議 
說 明： 
一、 依國際扶輪細則第 13 章第 13.020.條

規定辦理。 
二、 依照 2014 年 11 月 11 日假地區辦公室

開總監提名候選人審查會議，資格審查
結果候選人符合推薦資格，經提名委員
審查投票通過羅東西區扶輪社謝漢池
Beadhouse 前社長為 2017-2018 年度地
區總監提名人。 

三、 依規定公告，有意挑戰之候選人，（依
國際扶輪細則第 13 章第 13.020.8.條
規定辦理），請提交相關資料於 2014
年 11 月 26 日前（以郵戳為憑），備文
函送地區辦公室辦理。 

來函照登-鼓勵扶輪社友申請台灣扶輪白金卡乙事 

說 明： 

國際扶輪白金卡僅供國際扶輪社員申請使用。每筆消費都有千分之三的回饋金，成為國際扶輪公 

益活動的基金。 

近幾年台灣扶輪白金卡的持卡數不理想，消費金額也一直下降，導致發卡銀行有停發扶輪卡的打 

算。由於全世界只有六個國家擁有扶輪白金卡，亞洲也只有日本與台灣發行。若停發對台灣公共 

形象極為不利。幾經與富邦開會，又因恰逢 RIP Gary 就任，如取消扶輪白金卡，其時間點將極為 

不適宜。於是雙方同意先行擴張持卡數，將總數擴至 4000 張。鼓勵各扶輪社友踴躍申辦台灣扶輪 

白金卡。 

一、本地區扶輪白金卡目標數量：300 張。 

二、「扶輪白金信用卡申請表」將由地區辦公室以郵寄方式給各社 4-5 張，各社社友將申請書填 

妥完畢之後，郵寄至地區辦公室，由地區辦公室收集並交至 RRFC 處。 

三、 截止日期為:2015 年 1 月 21 日(三)前將申請書提供至地區辦公室。 

四、 凡申請扶輪白金卡之社，將列入敘獎分。 



本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二日 

第 1434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社友 張正鳴 

 主  講  者：六星集足體養身會館 

               總經理 江慶鐘先生 

 講      題：服務創新-我的六星集成功經

驗 

 

下週節目 

十一月二十九日 

第 1435 次例會 

 適逢九合一選舉，故經理事會決議休會乙次 

 

第三組爐邊會議 

時間：11 月 30 日(星期日)17:30 
地點：板橋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爐主：江基清、程文金、葉進一、郭祐福、 

賴光明、張正鳴、周正義、蔡宗原、 
黃明志、陳明忠、陳萬祥、劉炳華、 
郭道明 

 

敬祝 生日快樂! 

陳嘉偉社友(42.11.25) 

吳振斌前社長(35.11.28) 

林忠慶社友(49.12.01) 

劉炳華前社長夫人(46.11.26) 

陳嘉偉社友夫人(45.12.01) 

蕭慶安社友夫人(48.12.01)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65.11.23)38 年 

張正鳴社友(74.11.24)29 年 

張富逸前社長(91.11.25)12 年 

程文金前社長(92.11.26)11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3年11月15日   第1433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2 名 

缺席人數：                       7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5 名 

出 席 率：                       86%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Herbert、Kevin、 

Tom、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Frank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3月11月15日   第1433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450,268

Coach 1,000 Masa 3,000

Dental 1,000 Master 3,000

Eric 1,000 Otoko 5,000

First 1,000 Picasso 3,000

Fuku 3,000 Roberta 4,000

Hero 1,000 Shige 3,000

Jack 2,000 Smile 1,000

James 2,000 Stock 2,000

Junior 1,000 Sunny 2,000

Justice 1,000 Sun-Rise 2,000

King 1,000 Tiger 1,000

Lawyer 1,000 Toms 1,000

Life 2,000 Tony 1,000

Lobo 1,000 Trading 2,000

Long 3,000 許仁杰 3,000

小計：      $58,000 總計：     $508,268

 

分攤捐款 承上期：  $488,000

Bright 7,700 Lawyer 5,200

Eric 10,200 Roberta 11,500

Jack 7,700 Shige 7,700

Just 5,200 Smile 5,200

小計：     $60,400 總計：     $548,4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