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1 月 06 日  第 1597 次例會 

 

 本次例會為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

例會假新北市農會舉行。由板橋扶輪社、板

橋光暉扶輪社兩社主辦。 

 板橋扶輪社社長陳福源 P.Gas 鳴鐘開會。 

 板橋扶輪社聯誼主委張泰西 Stone、新北光

暉社聯誼主委方建興 Kenny 介紹友社社友、

來賓：歡迎主講者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

董事長田弘茂先生、地區總監謝漢池

D.G.Beadhouse、地區總監夫人林秋薰女

士、地區秘書謝榮佳 D.S.Polo、地區公共關

係長鄭紀民 P.P.Jimmy、前總監洪學樑

P.D.G.Carbon 、 前 總 監 郭 道 明

P.D.G.Trading 、 前 總 監 劉 祥 呈

P.D.G.Syo-Tei、前總監李進賢 P.D.G.ENT、

前總監洪清暉 P.D.G.Ortho、第二分區助理

總監劉朝淵 A.G.Elevator、第二分區地區副

秘書林秀鳳 D.V.S.Shally、板橋扶輪社社長

陳福源 P.Gas 暨社友、板橋北區扶輪社社長

胡睿鈞 P.City 暨社友、板橋東區扶輪社社

長羅致政 P.Master 暨社友、板橋南區扶輪

社社長陳世通 P.Area 暨社友、板橋西區扶

輪社社長鍾祥明 P.CPA 暨社友、板橋中區扶

輪社社長洪寶林 P.PaoLin 暨社友、板橋群

英扶輪社社長吳欣峯 P.Stanley 暨社友、新

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邱紹軒 P.Marshall 暨社

友、彬彬教育機構吳明聰博士、新夢想系統 

櫥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許家榮先生，蒞臨

本次聯合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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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唱扶輪歌選「扶輪頌」、「歡迎區總監」、

「扶輪社友.我們歡迎您」、「主講先生.你

好嗎?」、「這是咱的扶輪社」。 

祝福八扶輪社本週壽星，生日快樂! 

祝福八扶輪社本週結婚週年者，結婚週年 

紀念快樂! 

 板橋扶輪社社長 P.陳福源 Gas 致歡迎詞。 

 地區總監謝漢池 D.G.Beadhouse 致詞。 

 板橋扶輪社秘書黃軒凱 S.Park 代表八扶輪

社做本次例會秘書報告。 

 新北光暉扶輪社出席主委陳柏壽 Norman 代

表八扶輪社做本次例會出席報告。 

 板橋東區扶輪社社長羅致政 P.Master 擔任

節目介紹人，介紹本次聯合例會主講者「財

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田弘茂先

生」。 

當前國際政經情勢簡析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田弘茂先生 

地球是平的 

我們現在生活在千變萬化的數位科技世界中，

Uber 是全球最大的出租汽車公司，但沒有自己的

「車輛」；臉書是全球最受歡迎的傳媒公司，沒

有自己的「內容」；阿里巴巴集團是全球最有價

值的網路零售商，沒有自己的「存貨」；Airbnb

是全球最大的出租住宿空間供應者，沒有自己的

「旅館」。這種在過去難以想像的顛覆愈來愈普

遍，佛里曼認為：躲也躲不掉，該來的就會來；

問題是你先做，還是別人比你先做。 

英國霸氣地擁有 19 世紀，美國傲慢地主導 20 世

紀，中國是否遲早主宰 21 世紀??美國想在 21 世

紀領先，必須處理好四大挑戰：適應全球化壓

力、減緩國家財政長期赤字、減輕能源消耗與氣

候威脅、善用資訊科技革命。 

一帶一路 

【一帶】：絲綢之路經濟帶。 

【一路】：21 世界海上絲綢之路。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建設資金的絲路基

金，最終投資將達 9000 億美元（約 27 兆台幣）

的一帶一路計畫，是全球史上單一國家發起的最

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行動，也將成為繼美國主導重

建二戰後歐洲的「馬歇爾計畫」之後規模最大的

經濟外交項目。 

中國主導的一帶一路計畫包含了 66 個國家，佔

全球人口數的 66.9%，佔全球 30%GDP 經濟規

模。 

2018 年，中國經濟成長趨緩將持續，同時漸進地

去槓桿化的力道也將持續。2018 年將是習近平開

啟嚴謹控管的第一年。此外，受到黃金所支撐的

「人民幣版油元」可能帶動制度的改變，人民幣

走勢可望趨於穩定。 

中國的產業政策則將會著重在提升策略性領域

的出口競爭力：包括鐵路設備、電動車、製造業

控制系統、航海工程與生物醫學等。中國將繼續

擁抱自由貿易，但與美國之間的貿易衝突恐將升

溫。 

中國也將努力提高人民幣在全球市場的接受

度。然而從政策制定者的角度來看，維持金融安

全也一樣重要，要在美國升息循環下達到適當的

平衡將會是個挑戰。 

美國、中國衝突升溫，台灣怎麼辦?? 

小英總統在年終媒體茶敍提到兩岸關係，維持現

狀是不變的立場，也是台灣向區域、向世界做出

的有效承諾。在國際經貿戰略上也提到，新南向

政策與五大產業(國防產業、生技醫藥、智慧機

械、亞洲矽谷、綠能科技)進度。 

台灣，是高度對外開放的海島型、淺碟式經濟

體，無可避免會受到國際經濟情勢變化的影響， 

我們身處在一個多變的地緣政治環境當中。中國



大陸在區域內軍事擴張的企圖，越來越明顯。這

可以從解放軍頻繁的機艦活動中，看出端倪。朝

鮮半島的緊張情勢，東亞海域跟南海領土的爭

議，也都讓這個區域的態勢，變得更加複雜。 

如果再加上美中之間的戰略競合、區域經貿整合

的停滯，以及地緣政治衝突的可能性持續的存

在，台灣更沒有犯錯的本錢。 

所以，如何在區域及全球的眾多變數當中，找到

台灣的定位和出路，是執政黨最重要的課題。 

 由主辦社板橋扶輪社社長陳福源 P.Gas、

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邱紹軒 P.Marshall

代表八扶輪社致贈田弘茂董事長紀念品。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分別代表各

社致贈小社旗予田弘茂董事長，感謝其精

湛分析演說。 

 新北光暉扶輪社社長邱紹軒 P.Marshall

致閉會詞並鳴鐘閉會。 

 

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聯合例會剪影 
時間：1月 6日(星期六)13:00                                  地點：新北市農會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 田弘茂董事長、D.G.Beadhouse、D.S.Polo、A.G.Elevator、

D.V.S.Shally、新北市第二分區八扶輪社社長合影留念 

社區服務-捐贈桃園啟智學校學生 450 份聖誕禮物 

*時間：12 月 22 日(星期五)13:20             *地點：國立桃園啟智學校(桃園市德壽街 10 號) 

 

 

 

 

 

 

 

 

一年一度的幸福約定，讓我們深感施比受更有福 



本週節目 

一月十三日 

第 15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吳振斌 P.P.TEA 

主  講  者：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教授 王瓊玲女士 

講      題：走進故事，寫出人生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日 

第 1599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陳嘉偉 Junior 

主  講  者：昭業酒販營運長 鄭光欽先生 

(板橋扶輪社社友 Boss) 

講      題：單一純麥威士忌的奧秘 

 

第 31 屆第二組內輪會 

*時間：1月 16 日(星期二)12:00 

*地點：板橋吉立餐廳三樓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80 號 3樓) 

 

第三次社秘會 
*時間：1月 21 日(星期日)16:00 

*地點：海釣族餐廳  

(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26 號) 

*參加：羅致政伉儷、江基清伉儷   

林振哲伉儷、吳得利伉儷 

 

 
賀本社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扶 

輪教育基金會 2017-2018 年度 

【1400 萬】功勞社。 

 

 

 

敬祝 生日快樂! 

林順正社友(43.01.15) 

吳得利社友(51.01.18) 

邱明政前社長夫人(24.01.13)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社長(90.01.17)17 年 

陳萬祥前社長(103.01.19)4 年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7 年 01 月 06 日  第 159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48 名 

出席人數：                     24 名 

缺席人數：                      6 名 

出國人數：                      1 名 

免計出席：                     14 名 

補 出 席：                      3 名 

出 席 率：                      88%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ero、Archi、Frank、Leo、Obama、Otoko 

三、祝您旅途愉快! 

     Hero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頒獎典禮 

2017-18 年度「中華扶輪獎學金」得獎名單

揭曉，本年度共有碩士班 183 位及博士班

62 位學生獲獎，獎學金額計頒發新台幣參

仟壹佰捌拾捌萬元。  

*時間：1 月 27 日(星期六)13：00-17：45  

*地點： 臺中市政府新市政大樓 4 樓集會堂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99 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