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友 Frank 尊堂告別式 

時間：1月 26 日(星期一)11:40 

地點：台北第一殯儀館福壽廳舉行 

(臺北市民權東路二段 145 號) 

 

P.P.Land 千金文定之喜 

時間：1月 29 日(星期四)12:00 

地點：囍宴軒-新板店 

(板橋火車站旁麗寶百貨廣場 9樓) 

例 會 記 要 

01 月 17 日  第 1442 次例會 

 

 社長賴建男 Otoko 鳴鐘開會。 
 聯誼 P.P.AL： 

歡迎主講者中福國際副董事長黃清晏先生、行
政黃諄穠小姐、土城中央扶輪社社友林金結
Stainless、領唱張智瑩小姐蒞臨本社。 
敬祝本週壽星 Polo、Sunny、P.P.Shige 夫人，
生日快樂! 
敬祝社友 Master、社長當選人 Roberta，結婚
週年快樂! 

歡唱自選曲「春夏秋冬」、「得意的笑」。 
 秘書 Duval 報告： 

(1) 感謝社友 Sunny 致贈與會社友春聯。 
(2) 感謝土城中央社社友 Stainless 宴請與

會社友花生糖、小菜。 
(3)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一月份理事會。 
(4) 一月份高爾夫球友誼賽，謹訂於一月二

十二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假大溪鴻禧
球場舉行。社長 Otoko 宴請全體社友寶
眷，當晚六時三十分假土城擔仔麵餐廳
舉行歲末聯歡晚會。 

(5) 一月-三月份社費繳款單已放置名牌架
上，請各位社友攜回並於下次例會時攜
帶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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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友 Junior 介紹主講者： 

姓名：黃清晏先生 

學歷：德國伍茲保大學理工學院 

曾任：中石化董事、台肥總經理 

現任：中福國際副董事長、台俄協會副理事 

長 

如何再造台灣競爭力 

  

 

 

 

 

 

 

 

 

中福國際副董事長 黃清晏先生 

產業競爭力等同國安問題 
台灣近十年間產業空洞化極為嚴重 
產業空洞化現象等於經濟空洞化(經濟才是最
強的國防) 
製造業生產毛額占 GDP 比率逐年下降 
製造業海外生產比率逐年上升 
外加工可創造產值，但卻無法創造同等的就業
機會 
年老窮苦的台灣-少子、老齢、低薪 
台灣的痛苦指數(失業率加物價變動指數)持
續 5年來維持在 5％高檔 
其中失業率(4％)過去 10 年平均值更是亞洲四
小龍之首 
老化指數 65 歲以上老人所占比例持續攀升，
2013 年底已達 11.5％＞10％ 
台灣人口結構與就業市場 
少子化與老齢化的双向快速成形 
整體勞動参與率量的萎縮(2013 年為 58％＜60
％) 
還面臨「晚入早出」及「高出低進」的兩大挑
戰 
台灣貿易條件持續惡化，產業轉型迫在眉睫 
台灣製造業產品出口占全球出口比率逐年下
跌 
在全球產業供應鏈地位大幅下降 
工商及服務業資本生產力/附加價值率/獲利
率逐年衰退 

13 年來貿易條件指數(TOT)降幅達 38％   
(2001-2013)  
全球製造產業發展模式(產業附加價值率之比
較) 
美國-破壞性創新，產業附加價值率 50％ 
德國/日本-漸進式創新，產業附加價值率 40
％ 
法/義/荷蘭-特色專精模式，產業附加價值率
30％ 
台灣/南韓-複製日本技術量產，產業附加價值
率 15％ 
全球各國產業轉型發展政策 
美國-能源革命/製造業回流(再工業化) 
德國-第四次工業革命(工業 4.0) 
日本-安培第三支箭(經濟結構改革) 
韓國-經濟民主化(去財閥化) 
中國-十二五規劃(2011-2015)、十三五規劃內
容 
台灣-自由經濟和創新經濟(加強產業加值/通
路全球化) 
第三次工業革命(自動化/智慧化生產) 
智慧生產 (Smart production) 
綠色生產 (Green production) 
都市生產 (Urban production) 
引導物联網革命，將來自工業界，而非消費者
領域。 
已開發國家再工業化，有製造業的訊息化和服
務化二大特點 
第三波 IT 革命(萬物皆連網) 
5G、物聯網(IoT)、巨量資料(Big data)、雲
端計算(Cloud) 
穿戴式裝置- 接軌智慧生活 
車聯網(IoV) 
智慧城市(Smart city) 
心聯網(IoM)是物聯網(IoT)成功的關鍵因素 
以人為本的智慧聯網 
能源經濟』創造的產值巳被『資料經濟』取代 
IoM＝IoT ＋ people-to-services (P2S) 
IoV＝IoT ＋ 智慧交通 
第四次工業革命(Industry 4.0)＝IoT ＋ 智
慧工廠 
10 年內《Fortune》500 大企業將有 40％無法
生存 
中國十二五規劃方案(七大新興產業發展策略) 
1). 新能源          2). 新材料 
3). 節能減排        4). 生物科技 
5). 新能源汽車      6). 高端裝備製造 
7). 新一代資訊技術 
台灣需儘快加入全球價值鏈 
台灣內需市場極小，經濟成長只能靠對外貿易 
WEF2014 年全球貿易便利指數(台灣出口困難



度全球第一) 
中國因素是台灣加入 FTA 必湏面對的問題 
中國發展重心，由「出口和投資」轉向「內需
消費」，其經濟成長主要動力為創新驅動、內需
驅動、開放驅動 
台灣未來不可或缺的產業是什麼？ 
以往代工出口，效率驅動發展模式(台灣接單/
海外生產的三角貿易占台灣出口比例高達 53
％，人民無感) 
從效率驅動 轉型 創新驅動發展模式(品牌/
通路/技術) 
服務型經濟占 GDP 72％(台灣服務業中之弱項 
創新) 
工業化模式 平推式擴充量產化轉軌為上推式
高端化產業 
內政部營建署公佈：「台灣房價負担能力指標」 
對比美國顧問公司 Demographia 的調查資料统
計 
『台北市房價所得比為 15 倍，貸款負擔率為
64％(買房困難度全球最高)』，比眾所皆知寸土
寸金的香港還要高。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 
全世界都欠缺「卓越的領導人」 
偉大的政治人物是「領導民意」 
改革不一定會成功，但不改革肯定失敗 
開放不一定有益，但不開放肯定不利 
德國的民族性：「先科學後政治，先經濟後民
主，先包容…」 
國家競爭力的袐密配方 
人力配方以 BENZ 為例(LOGO) 
1/3 是 核心 
1/3 是 友軍 
1/3 是 不是自已人，但有能力可以對外競
爭，知道外部 99％想要什麼？ 
德國政治家的分配與選擇分離說 
Ex.二人之間公平交易的規則 
其中之一決定分配的量 分配者沒有優先選擇
權 
另外一個人則有選擇權 選擇權沒有分配的權
力 
台灣的政治亂象 「只有特定人掌握全部的分
配與選擇」 
政府官員的任務在於 
『保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或是『保護商人盤剝
經濟利益』 
台灣如何走出 MAFIA 的盤剝系统？ 
 社長賴建男 Otoko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黃

副董事長車馬費、小社旗，感謝其精彩演說。 
 代理出席 I.P.P.Lobo、糾察 Toms 報告本週社 

友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社長賴建男 Otoko 鳴鐘閉會。 

一月份理事會會議記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4 年 1 月 17 日(星期六) 

下午二時 

二、地點：本社會議室 

三、主席：賴建男 

四、記錄：章明仁 

五、出席：劉孟賜、章明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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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列席：江基清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審查十二月份收支報告表、資產負債

表。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二案：二月份行事曆 

        02/07 第 1445 次例會，「台灣寵物面面

觀」頤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社長 廖曉

萍小姐。 

        02/14 第 1446 次例會，「如何吃得安

心、吃得健康」消基會消費者報導雜誌

社總編輯 歐陽莉小姐。 

        02/21 第 1447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

休會乙次。 

        02/28 第 1448 次例會，適逢二二八假

期，休會乙次。 

三月份行事曆 

        03/07 第 1449 次例會，延至三月八日

(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

假擔仔麵餐廳舉行。 

        03/14 第 1450 次例會，中華扶輪教育基

金得獎學生專題報告。 

        03/21 第 1451 次例會，延至三月二十二

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一日遊。 

        03/28 第 1452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國際扶輪三四九○地區第二十五屆地區

年謹訂於四月十八日(星期六)-十九日

(星期日)假新莊頤品飯店舉行。請討

論。 

說  明：基本費 600 元，報名費 2400 元。 

決  議：報名全體社友。 

第四案：春季旅遊新竹綠世界一日遊，地點更改 

至東勢林場。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本社「授證二十八週年紀念典禮暨女賓 

夕」晚會節目。請討論。 

決  議：委由社長、秘書、聯誼處理。 



本週節目 
一月二十四日 

第 1443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周正義 社友 

 主  講  者：龍雲保全機構總經理  

孔繁文先生(板橋社 Johnny) 

 講      題：扶輪公益網點亮新希望-扶輪 

愛心資源媒合平台說明 

 

下週節目 
一月三十一日 

第 1444 次例會 

 社務討論會 

 

敬祝 生日快樂! 

謝堂誠前社長夫人(40.01.24)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郭道明前總監(54.01.24)50 年 

李水日前社長(45.01.30)59 年 

王世原前社長(69.01.30)35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104年 01月 17日   第 1442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1 名 

出席人數：                      31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6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0%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lumi、Archi、Coach、Herbert、 
Jason、Kevin、Picasso、Tiger、Wood 

三、祝您旅途愉快! 
   King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104月 01月 17日   第 1442次例會) 
一般捐款 承上期：  $669,967
AL 1,000 Otoko 5,200
Bright 4,000 Polo 3,000
Cathay 1,000 Roberta 5,000
Dental 3,000 Shige 2,000
Duval 2,000 Smile 1,000
ENT 1,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Sunny 5,000
Lobo 1,000 Tom 2,000
Masa 2,000 Toms 1,000
Master 3,000 Trading 2,000
小計：      $47,200 總計：     $717,167

 
分攤捐款 承上期：  $626,200
Tom 5,200  
小計：      $5,200 總計：     $631,400
 

2015-2016 年度地區引導人訓

練會暨扶輪知識研習會 
時間：1月 31 日(星期六)09:30 報到 

地點：國立基隆高級海事職業學校 

(基隆市祥豐街 246 號） 

參加：劉炳華、李榮鏗 
 

2014-2015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

金頒獎典禮 
時間：2月 7日(星期六) 

07:45 板橋車站北二門集合 

08:00 出發 

地點：嘉義縣表演藝術中心演藝廳 

參加：郭道明伉儷、葉進一伉儷、賴建男 
 

2015-16 年度地區團隊訓練會 

時間：2月 7日(星期六)09:30  
地點：台北天成飯店(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43 號) 

參加：劉炳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