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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祝生日快樂
鄭錦玉 前社長 (39.10.20)P.P.Diamond
陳主義 社友 (42.10.20)Truck
廖金順 前社長 (21.10.21)P.P.Lion
林德明 社友 (23.10.21)Timmy
羅浚晅 社友 (61.10.23)Brain
鄭光欽 社友夫人 (10.23)Boss夫人
黃志光 社友夫人 (10.26)Wealth夫人

指定用途捐款
楊東卿前社長 中山國小弱勢學童助學金 
 陸萬元

板橋北區扶輪社簡介
臨時社成立：1984年 5月 18日

加盟 R.I.：1984年 6月 18日

授證日期：1984年 6月 29日

輔  導  社：板橋扶輪社

褓　　姆：廖金順 Lion

區域界限：板橋地區

社　　長：何易蒼 Building

秘　　書：鄭明煌 Sony

創社社長：蘇清波 Clean

創社秘書：陳錦成 James

社員人數：56位 (原創社社員 13位 )

平均年齡：59.6歲

例會時間：每星五中午十二時三十分

例會地點：板橋區四川路2段16巷8號11樓

辦  事  處：板橋市區川路2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7-3968

傳　　真：(02)8966-8191

E-mail：Northbq01@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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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板橋北區扶輪社組團蒞社訪問

秋季旅遊 
台南奇美博物館 新港文化二日遊
時間：105年 10月 22-23日 (星期六 -日 )
台北站集合時間：早上6:20高鐵B1剪票口
板橋站集合時間：早上6:30板橋火車站南二門
當天備有早餐，敬請社友準時集合，感謝 !!

板橋西區社 Bishop社長組團蒞臨訪問 2016.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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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摘錄 - 
東協經貿概況與台灣競爭力分析

外貿協會 陳廣哲 專門委員

佈局東南亞

東南亞國協簡介

・ 東南亞國家協會（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s, ASEAN） 簡 稱「 東

協」(中國、港澳稱為「東南亞國家聯盟 /

東盟」)，於 1967年 8月 8日成立，五個

創始會員國為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

印尼及新加坡，秘書處設於雅加達。汶萊

於 1984年 1月完全獨立後立即加入，與其

他五國稱為「ASEAN原創六國」。ASEAN

原是在冷戰年代 (越戰：1959年至 1975

年 )，由美國支持對抗蘇聯與中國的戰略聯

盟，主要任務為防止共產主義勢力擴張，側

重在軍事安全與政治中立。1989年天安門

事件後中國確定經濟改革開放路線、1991

年 12月的蘇聯解體，導致東西方冷戰結

束，東南亞政經情勢趨穩，開始轉向加強經

濟領域的合作，東協於是邀請區域內其他

國家參與，並積極與其他國家組織展開對

話與合作。越南在 1995年 7月首先加入、

寮國及緬甸於 1997年 7月加入，柬埔寨於

1999年 4月加入，形成「東協十國」。

・ 人口數 (CIA World Factbook 2016)人口合

計約 6億 6,400萬人。

・東協新成員：Mekong4湄公河四國 (CLMV) 

　 CLMV ─ Cambodia柬埔寨、Laos寮國、

Myanmar緬甸、Vietnam越南

・東協五國 /亞洲新興五虎

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馬來西亞。

東協國家的競爭優勢

・全球第七大經濟體 

・整體優勢 3D 

・ “Can not afford not to invest”不能不去東

南亞投資

就出口導向產業而言

・�人口紅利 (Demographic Dividend)高，勞

動人口持續增加

柬埔寨的人口分佈─恐怖的特例

受中國支持的赤柬政權 (Khamer Rouge，又

稱「紅高棉」)在 1975年 5月至 1979年 1

月的三年八個月恐怖統治期間，造成 200萬

人民的死亡 (近全國 1/3人口 )及出生率大

減，目前 40歲至 44歲年齡層的人口極少，

約僅有 72萬人。

・工資相對中國低廉

・新的「世界工廠」

・天然資源豐富

・GSP優惠

・自由貿易協定之優惠

就內需產業而言

・經濟持續成長

・內需市場龐大 – 新的「世界市場」

・年輕市場

・中高所得人口快速增加，消費力強

・消費力提高

・消費市場進入快速成長時期

就政府與金融面而言

・社會與政治情勢穩定

・公共債務與外債占 GDP比例低、財政穩健

・多數國家之經常帳有盈餘，外匯存底高

・大力投資基礎建設，帶動經濟成長



板橋扶輪社

・以投資優惠與鼓勵政策吸引大量 FDI

外來投資 FDI,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2013年起全球對東協五國 (六國 )之 FDI

已超過中國

・日本加強對東南亞投資、減少對中國投資

・日本對東協五國之投資 FDI

・日本企業對中國投資減少之原因

　 根據日本企業投資降溫的十大問題中，日

中關係惡化是最大主因，癥結出在釣魚台

爭端無解。JETRO指出，中國反日情緒高

漲，日企憂心成為中日政治角力的祭品，

因此轉移投資，避開投資過度集中在中國

的高風險。

Why東協 ?
・台灣產業現況

　 (1)島嶼經濟型態的產業多為輸出導向 (我

國經濟成長率 70%仰賴對外貿易 )，基於

比較利益，外移乃成必然，成為製造業的

遊牧民族，但多未能在外生根奠基。(2)經

濟成長過度依賴出口，但無法維持『靠廉

價代工壓低成本』的競爭模式。(3)出口過

度集中資通訊、電子產業，輸出地區過度

偏重中國大陸。(4)大陸「紅色供應鏈」日

趨完備，兩岸產業由「互補大於競爭」轉

變為「競爭大於互補」的態勢日益增強，

歐美客戶流失。(5)外銷訂單海外生產比重

高達 57.5%(2014年底 )、企業超額儲蓄大

增、投資停滯：生產基地外移，減損資本

形成，國內就業機會大減，造成薪資凍結。

・只有 OEM、OBM、ODM，卻沒有品牌成品

　 台灣長期自我定位做代工，儘管技術精進，

卻只能配合客戶需求開發，然後複製，缺

乏設計及整合系統的思維與能力，亦無法

推出自有品牌之消費產品，不能享有微笑

曲線價值鏈中最豐厚的利潤。

・投資東協之動機 

(1)爭取資源

(2)降低成本

(3)海外核心戰略區域

(4)分散風險

(5)開拓當地市場、擴展事業版圖

(6)產業政策便車

(7)關稅優惠

(8)永續經營

在東協的挑戰

・台灣廠商經營東南亞內需市場之劣勢 

(1) 由於中國的政治干擾，無法享有 AFTA+1 

及 RCEP之關稅優惠，台灣產品的市場

占有率，落後於南韓及中國。

(2) 自有知名品牌過少，當地消費者對台灣

產品認知度低。

(3) 中國過剩產能以「Outlet」模式低價傾

銷，無法與其割喉競爭。

(4) 韓國消費產品具品質與時尚設計，搭配

置入性行銷，威脅台灣中高價位產品。

(5) 台灣廠商多為中小企業，在東南亞單打

獨鬥缺乏競爭力。

(6) 過去我國政府僅注重與中國大陸之關

係，忽略經營東南亞，未能創造競爭優

勢。

(7)無法形成產業聚落 (越南除外 )。

(8)遭受「排中運動」池魚之殃。

•在東南亞外銷導向台灣廠商面臨之問題

•投資東南亞內需產業台灣廠商面臨之問題



辦事處：22061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電　話：02-8966-2246．02-8967-2226
傳　真：02-8966-2234　　　E-mai l :  pcrc@ms53.hinet.net　　　www.pcrc.org. tw

每星期四中午12：30分　

新北市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會議室 舉行例會

秘　　書：賴宏榮 Stock
社刊主委：吳培聖 Implant

社　　長：黃永昌 Bank　
糾　　察：孔繁文 Johnny

國際扶輪3490地區 Rotar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3490

2016-2017年度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板橋扶輪社
ROTARY CLUB OF PANCHIAO

社
刊

扶輪之宗旨
扶輪之宗旨在於鼓勵並培養以服務之理想為可貴事業之基礎，尤其著重於鼓勵並培養：

一、�藉增廣相識為擴展服務之機會。

二、�在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社會的業務之價值；及每

一扶輪社員應尊重其本身之業務，藉以服務社會。

三、�每一社員能以服務之理想應用於個人、事業及社會之生活。

四、�透過結合具有服務之理想之各種事業及專門職務人士，以世界性之聯誼，增進國際

間之瞭解，親善與和平。

四大考驗

遇事反省然後言或行

一、�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二、�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三、能否促進信譽友誼？

四、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R O T A R Y   C L U B   O F   P A N C H I A O   W E E K L Y   B U L L E T I N

例會事項報告 第 2588次例會 10/13

一、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90名　補出席人數：20名
出席人數：47名　免 計 出 席：11名
缺席人數：12名　出　席　率：87%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pple, Banker, Brain, Charles, Duek, Genial, 
Golf, Infinity, Max, Seven, Skin, Trust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陳廣哲 專門委員 外貿協會 本  社
Bishop社長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DG Ortho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P Elevator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P Pioneer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PN CPA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Fashion秘書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Cable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E-Li 板橋西區扶輪社 本  社

四、捐款報告

分攤捐款

承上期 360,000
Building 第二期 4,250
Green 第二期 4,250
Gyne 第二期 4,250
Jia-Pin 第二期 4,250
Johnny 第二期 4,250
Judge 第二期 4,250
Jyi-Lih 第二期 4,250
Lucky 第二期 6,250
Ocean 第二期 4,250
Schooling 第二期 4,250
Stock 第一期 6,250
合計 50,750
累計 410,750

一般捐款

Bank
1.  歡迎板橋西區社 Bishop社長帶
團來訪

2.買時間
2,000

Lion
1.  歡迎板橋西區社 Bishop社長帶
團來訪  

2.歡喜 Park來例會
2,000

Building
歡迎板橋西區社 Bishop社長帶團
來訪

1,000

Victor 歡迎板橋西區社來訪 1,000

Torque
歡迎西區社 Bishop社長帶團及社
長同學 PDG Ortho來訪

1,000

Archi
歡迎板橋西區社 Bishop社長帶團
來訪

1,000

Glue
歡喜西區社 Bishop社長、社友來
訪及外貿協會陳博士精彩演講

1,000

Michael

1.  歡迎陳廣哲先生蒞臨演講，第
一次當介紹人 

2.  感謝 PP Oral，至板橋東區社演
講

2,000

Jet
1.歡喜板橋西區社來訪  
2.歡喜結婚 25週年

2,000

Green
1.  歡迎 2014-15總監團隊暨板橋
西區社來訪  

2.  歡喜Park、Young社友參與例會
2,000

Park 生日、結婚日紀念日 3,000
Franklin 歡喜生日快樂，感謝社友的祝福 1,000
Mark 歡喜生命中二個女人生日快樂 1,000
板橋西區社 歡喜來訪 3,000
合  計 23,000

一般捐款 (I.O.U.及應收款 )
Truck 歡喜結婚 30週年快樂 12,000
Wine 歡迎板橋西區社來訪 1,000

Steven 歡喜 Truck與黃秋薇女士結婚 30
週年

1,000

Young
歡迎外貿協會陳委員及板橋西區社
來訪並感謝社長、社友對 Young的
關懷

2,000

合計 I.O.U.及應收款 16,000

本 週 節 目　第 2589 次例會
105 年 10 月 20 日

●   主講人：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顧問  
林茂男 教授

●   講題： 認識臺灣特有鳥類－ 
華航 A350飛行大使票選鳥種

●   節目介紹人：紀清田 前社長
●   板橋北區扶輪社來訪
●   召開 10月份臨時理事會
●   召開修訂板橋扶輪社教育基金委員會組織
章程與申請及頒發辦法會議

節 目  預 告　第 2590 次例會
105 年 10 月 27 日

●  社務會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