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服務-參觀樂購蝦皮公司、昇恆昌內湖旗艦店
時間：1 月 6 日(星期四)
此次我們參訪兩個指標性的購物平台，電子網務平台-蝦皮公司總部、實體賣場-昇恆昌旗艦
店，這涵蓋了虛實迴異、線上線下的商業買賣。兩年來的疫情，讓網路購物翻倍增長，無需贅
述；但機場免稅店的艱辛經營，也值得關注。
感謝職業主委 P.P.AL 與 P.P.Master 的規劃安排並致贈與會人員沙琪瑪、餅乾、咖啡包，社長
Benson 也致贈與會人員竹山凍頂烏龍茶包。

致贈紀念品予蝦皮 CEO 黃大維

致贈紀念品予昇恆昌董事長江松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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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送年菜予弱勢家庭
時間：1 月 19 日(三)下午 14:00
地點：新北市家扶中心(新北市板橋區忠孝路 214 號)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樂見幸福音樂會
時間：1 月 23 日(星期日)17:00 入場、17:45 拍合照、18:00 活動開場、21:30 活動結束
地點：新北市政府三樓多功能集會堂(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一段 161 號 3 樓)

例 會 記 要
1月8日

第 1806 次例會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開會。



聯誼陳世君 Jey：

2022年整體產業景氣剖析
與展望

歡迎主講者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總監劉佩真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壽 Aero、Life 夫人、P.P.Sky 夫人、
P.P.Fuku 夫人、Bright 夫人、Tetsu 夫
人，生日快樂!
祝福 P.E.Dental、Bright，結婚週年
快樂!
歡唱扶輪歌選「主講先生，您好嗎?」，
自選曲「春夏秋冬」、「堅持」。


社友王斯靖 Barcode 介紹主講者：
姓名：劉佩真小姐
出生：65 年 4 月 15 日
學歷：東吳大學經濟系碩士
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研究員
、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
(APIAA)理事與認證委員等職位。
現任：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總監
榮譽：台灣亞太產業分析專業協進會
(APIAA)「產業顧問」認證、「資深
產業分析師」認證 、「產業分析
師」認證。

台灣經濟研究院產經資料庫
總監 劉佩真小姐
2021 年持續的肺炎疫情，加上 Delta 變種病
韋發威，震盪全球供應鏈。 而全球疫苗分配
不均，亦加速全球經濟復甦産生兩極化。即使
歐美國家疫苗覆蓋率高，有望拉抬經濟重啟力
道，然疫情反覆肆虐之變數牽動景氣復甦，能
否樂觀看待解封後之經濟成長動能，將仍是未
知數。
一、詭譎多變的經營環境情勢
➜台灣爆發社區感染疫情，2021 年 5 月中旬
~7 月下旬國內處於疫情三級警戒，對服務業
的負面影響明顯高於製造業。
➜晶片缺貨、漲價風潮影響甚鉅，各國推出半
導體振興計畫來強化在地化供應鏈的建立。
➜美中科技戰轉變為半導體戰略物資爭奪戰，

各國推出半導體振興計畫來強化在地化供應
鏈的建立。
➜Apple 執行中國在地化產品供應鏈策略，
Apple 為降低未來美中兩強對抗的風險：In
China ，For China。
➜5G、電動車題材不斷發酵，已成為 2021 年
新興科技領域最受矚目的焦點。
➜各國綠能政策萬箭齊發，各國搶先公布綠能
政策規劃 企業加速綠能供應鏈的腳步。
➜中國能耗雙控，國際油價、原物料價格反轉
向上，帶動石化、鋼鐵等傳產景氣擺脫 2020
年的低檔。
➜油價、原物料、運價報價齊漲，相關海空運
輸景氣高度擴張。
二、我國製造業景氣現況與展望
2021 年 1~11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由 2020 年
的高個位數上升至雙位數的增長。
➜傳統製造業生產指數年增率多數呈現由負
轉正的局面。
➜積體電路業因缺貨、漲價風潮而使年增率持
續位處兩成以上的水準。
➜汽車及其零件業因基期偏低、國外車市需求
增溫而使年增率位居製造業之首。
➜半導體業：關鍵競爭力突出、行業進入黃金
發展盛世。
➜成熟製程供需極度緊俏、先進製程獨步全球
➜設計業者為中國科技供應鏈去美國化的受
惠者、手機晶片廠市佔率持續走高。
➜記憶體報價於上半年出現飆漲局面。
➜半導體封測漲價循環再起，而京元電、超豐
移工的疫情群聚感染事件衝擊有限。
鋼鐵業：
市場供不應求、產品報價大幅調漲，產業景氣
明顯回升。
三、國內服務及不動產業景氣現況與展望
2021 年 1~11 月主要商業營業額：
➜1~4 月因低基期、民間消費逐步加溫而使整
體營業額年增率達一成以上。
➜5~7 月下旬疫情生變導致全國進入三級警
戒，衝擊多數零售餐飲業者營運。
➜1~11 月批發業、零售業、餐飲業總計營業

額年增率有所趨緩。
不動產業：
➜打炒房政策、疫情變化成為市場調整及波動
因素，但房市景氣因有低利率、資金效應支撐
而仍居高不下。
觀光業：
➜邊境封鎖、社區疫情爆發感染分別重創出國
及國內旅遊市場，使觀光業者於 2021 年再度
面臨一波新的生存保衛戰。
四、整體產業景氣之預測
2022 年製造業：
➜多數業別景氣因基期墊高而普遍呈現成長
減緩局面。
➜半導體業景氣能見度依舊最高。
2022 年服務業：
➜多數業別景氣表現將優於 2021 年，其中觀
光旅遊業始有機會出現反彈。
2022 年不動產業：
➜景氣續揚機率高，其中指尖經濟將帶動倉儲
物流地產夯。
2022 年證券業：
➜景氣為成長趨緩，而普惠金融、資本市場迎
新藍海則為焦點。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代表本社全體社友
致贈小社旗、車馬費予劉總監，感謝其
精彩演說。
 出席郭俊麟 Mars 報告上次例會社友出席
狀況。
 秘書許家榮 S.Will 報告：
(1). 感謝社長 Benson 提供 6 瓶柚子酒、
2 瓶獺祭清酒當摸彩品。
(2). 感謝社友 Jey 準備春聯、平安米、
紅包袋，致贈全體社友。
(3). 感謝議員林金結先生準備花生糖，
致贈全體社友。
(4).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一月份理事會，
屆時敬請各位理事留步參與會議。
(5). 例會結束後將召開第 35 屆、第 36
屆擴大理事會，屆時敬請各位理事、
理事當選人留步參與會議。
(6). 地區總監 Wood 尊翁告別式，謹訂於



1 月 11 日(星期二)上午九時假展田
公司舉行公祭，屆時敬請全體社友
伉儷撥冗出席。
*奠儀每位 1,500 元，統一由社內代
墊，將贊助告別式會場花海佈置。
*當日敬請全體社友穿著西裝、搭配
年度領帶。
*擔任接待組者，敬請當天早上八時
集合。
(7). 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線、
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謹訂於 3 月
20 日(星期日)舉行。
*敬請全體社友寶眷於 1 月 20 日前
登記報名，以利安排各項事宜。
(8). 社區服務-珍愛生命樂見幸福音樂
會，謹訂於 1 月 23 日(星期日)
18:00 活動開場假新北市政府三樓
多功能集會堂舉行。
*社內共有 50 張門票，敬請社友寶
眷踴躍登記參與。
(9). 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謹訂於 2
月 13 日(星期日)17:30 假銀鳳樓餐
廳舉行。
糾察程文金 P.P.Cathay 先離席，改由前
社長張富逸 P.P.Eric 代理糾察並報告本
週社友紅箱收入。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為獎勭 社友踴躍出
席，提供 6 瓶柚子酒、2 瓶獺祭清酒當摸
彩品。
恭喜社友 Davie、Kay、Mars、P.P.Sky、
P.P.Stock、P.P.Tea 獲得柚子酒。

恭喜 P.P.ENT、P.P.James 獲得獺祭清酒。



社長徐明偉 P.Benson 鳴鐘閉會。

一月份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 月 8 日(星期六)14:15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徐明偉
四、記錄：許家榮
五、出席：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李榮鏗、劉炳華、黃健豪、蕭慶安、
許家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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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05 第 1810 次例會，適逢春節假期，休會乙次。
02/12 第 1811 次例會，延至二月十三日(星期日)舉行慶祝春節晚會暨爐邊會假板橋銀

鳳樓舉行。
02/19 第 1812 次例會，
「男言之隱-認識攝護腺疾病」臺安醫院泌尿科主治醫師 陳欣宏
先生。
02/26 第 1813 次例會，適逢 228 假期，休會乙次。
【三月份行事曆】
03/05 第 1814 次例會，
「手機出大片」爵士影像導演 郭曜程先生。
03/12 第 1815 次例會，
「板橋城之前世今生」枋橋文化協會理事長 莊文毅先生。
03/19 第 1816 次例會，延至三月二十日(星期日)舉行春季旅遊-新竹南寮 17 公里海岸
線、鶯歌陶藝 DIY 一日遊。
03/26 第 1817 次例會，社務討論會暨中華扶輪教育基金學生報告。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 1 月 15 日第 1807 次例會，是否變更至吉哆火鍋店舉行移動例會。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四案：地區扶輪公益羽毛球賽，謹訂於 3 月 6 日(星期日)假新北市立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舉行，是否贊助二萬元擔任共同主辦社。請討論。
決

議：通過。

第五案：地區寶眷聯誼會謹訂於 5 月 5 日(星期四)上午十時假大直典華餐廳舉行，參加人員
每位 1,500 元。請討論。
決

議：1.照慣例社內幫當屆社長夫人、秘書夫人報名繳費，其他社友夫人若欲參加者請自行
繳納報名費。
2.因本屆為總監社考量故建議內輪會餐敘選擇一次合併舉行，若預算有不足部份則由
社內補助。

第 35、36 屆擴大理事會記錄
一、時間：1 月 8 日(星期六)14:40
二、地點：社館
三、主席：徐明偉
四、記錄：許家榮
五、出席：第 35 屆理事：徐明偉、程文金、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李榮鏗、劉炳華、
黃健豪、蕭慶安、許家榮。
第 36 屆理事：徐明偉、程文金、莊金盤、吳晉福、洪敏捷、張富逸、黃伯堯、
郭昭揚、陳世君、林振哲、李榮鏗、許家榮。
甲、討論提案：
第一案：社館是否搬遷至勝輝建設都匯中心。請討論。
說

明：1、11 月份理事會，建議搬遷辦公室與例會地點，場地優先考慮勝輝建設都匯中心。
2、11 月 27 日社務討論會，正式向社友報告說明「四川路扶輪社」
、「勝輝建設都匯中
心」現況與未來利弊比較。
3、12 月 25 日社務討論會，再次向社友說明現階段以勝輝建設都匯中心 CP 值最為符
合。

決

議：擴大理事會以社館合法安全場所為考量。

本週節目

敬祝 生日快樂!

一月十五日
第 1807 次例會
【移動例會】
時間：中午 12 時開始餐敘
地點：吉哆火鍋
地址：板橋區文化路二段 181 號

吳得利前社長(51.01.18)
許家榮秘書夫人(66.01.19)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羅致政前社長(90.01.17)21 年
張榮智社友(94.01.21)17 年

下週節目
一月二十二日
第 180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何文章 Decor
主講者：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教授
陽明海運公司董事 陳志立先生
講 題：一位航海學者的產業之旅
地 點：勝輝建設都匯中心
程 序：12:30 R 樓餐廳-用餐
13:00 14 樓會議室-例會開始
14:00 例會結束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8 日

第 1806 次例會)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11 年 1 月 8 日
一般捐款

承上期：

$768,300

Barcode

2,000 Jey

1,000

Benson

3,000 Junior

1,000

Cathay

1,000 Kay

2,000

Davie

2,000 Life

2,000

Dental

3,000 Mars

1,000

ENT

1,000 Sky

2,000

Eric

1,000 Smile

2,000

First

1,000 Stock

2,000

Frank

2,000 Taylor

1,000

Hero

1,000 Tea

1,000

Jack

1,000 Tiger

1,000
1,000

一、社員人數：

52 名

James

1,000 Will

出席人數：

21 名

小計：

$36,000 總計：

免計出席：

14 名

缺席人數：

9名

分攤捐款

出國人數：

0名

Cathay

補 出 席：

8名

出 席 率：

83%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第 1806 次例會)

承上期：
10,200 Jey

$804,300
$803,400
7,700

Frank

7,700 Land

7,700

Dental

13,950 Life

7,700

First

7,700 Mars

7,700
7,700

Hero

7,700 Sky

Aero、Alan、Coach、Decor、Kenn、

James

7,700

Leo、Otoko、Oki、Tetsu

小計：

$93,450 總計：

$896,8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