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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愿福 前社⾧夫人(08.20)P.P.Jyi-Lih 夫人 
張立昇 社  友夫人(08.24)Max 夫人 

 

 
 

時間：109 年 8 月 13 日(星期四) 
地點：台北新板希爾頓酒店 
主席：陳瑤國  社⾧   紀錄：汪俊男  秘書 
出席：陳瑤國、汪忠平、林傳傑、林當隆、張煥章

吳明田、楊明炎、阮良雄、汪俊男、高智堅
程萬全、李威毅、陳山志、葛家勛、張慶林
林新乾、詹智民、楊博顯 

討論提案 
第㇐案：有關五四○㇐賴忠和君入社案，提請通

過。 
決  議：通過。 
第二案：原訂九月十七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九

三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家族九社聯合
例會變更例會時間於九月十五日(星期二)
中午假新板希爾頓酒店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三案：原訂九月二十四日(星期四)中午之第二七

九四次例會，為舉辦板橋扶輪社 新竹科
園扶輪社聯合例會暨中秋女賓夕變更例
會時間於九月二十七日(星期日)假台北園
外園舉行，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第四案：有關 2021-2022 年度二分區助理總監㇐

職，輪由本社擔任，提請討論。 
決  議：㇐致推選陳福源前社⾧擔任 2021-2022

年度二分區助理總監㇐職。 

第五案：七月份收支報告表，提請通過。 
決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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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8月23日(星期日) 

時間：9:30註冊聯誼；10:00例會開始 

地點：母社社館 

(板橋區四川路二段16巷8號11樓) 

服裝：正式服裝 

費用：來賓收$50 

109 8 25 ( ) 2 30 

 

( 7 ) 

P.P.Book 

109 9 12 ( )  

11 30 

 

( 280 3 ) 



 

 

 
   

1、中共內政、美中關係、與兩岸關係之互動 

2、香港問題：黑天鵝 

3、四者的互動關係圖示 

 
習近平的處境：內外交困 
㇐、習最初處境：江胡兩派妥協下 的弱主 

二、反貪、奪權、派鬥、江派反撲 

三、反對習近平的各派力量 
（甲）江派核心高官 

（㇠）中央與地方 貪腐官員 

（丙）商界太子黨、太孫黨 
（丁）軍中反習派 

不安全感  導致  高壓嚴控 

四、習近平 權位與人身 都有危險 
五、深刻的不安全感、加強社會控制、加強左轉 

六、經濟下滑、股匯市 波動 

七、習近平 內部壓力 巨大！！！ 
派鬥及政變的可能 

．中直機關旗下刊物《中直黨建》2018 年第 2
期中辦主任丁薛祥文章 

．丁稱，十八大后，在被查的高級官員中，“几
乎無㇐例外地 都有政治問題，拉票賄選、拉幫
結派，有的甚至想要篡黨奪權！！！” 

習近平：提防禍起蕭墻！！！ 
經濟問題 
成⾧率：工業化紅利告罄 

整體成⾧率下滑、 
地方數據可靠性？ 
滯漲 

債  務：中央 財政窘迫 
地方 多地財政 瀕臨破產 
企業 美元及人民幣 債務高 

國企：效率低下 及 破產 
產能過剩：無效投資、消耗及擠壓資源 
㇐帶㇐路 ：當地動亂、賴帳、大國反對 
房地產：炒作過頭、巨大泡沫、成本墊高、 

外資撤離、外企撤離 
金融及貨幣問題： 
去槓桿、消泡沫（因多次降準、故已失敗！） 
多胎貸款、金融遊戲、壞帳、資金斷鏈 
影子銀行 
債務：中央、地方、企業 
外匯持續流失、管控過度 
外資拒入、錢荒、 
民企老總：破產、跑路、走絕路 
失業潮、社會動亂 
系統性金融風險 
2018：棄匯率、保外儲、凍樓市 
反貪腐之新重點、反彈？ 
習近平 其他內部壓力 
1、軍方：對軍改 的反彈、兵變 
2、反貪腐：如何繼續？ 
3、社會積怨、官民衝突 
4、體制問題：㇐黨專政、黑暗歷史 
習之改革：真與假？最終目標？ 



 

 

川普發動貿易戰 
（㇐）內部目標 

平衡貿易逆差、減稅、加息、縮表、 
經濟成⾧、失業率下滑 

（二）外部目標：重振美國世界地位 

（三）面對川普貿易戰 
我們預言：中共打不動、但是必須假裝認

真打、最後採取拖延戰術 

美國貿易戰的目標 
1、縮減貿易逆差 

2、人民幣升值 

3、減少或取消對國企不當補貼、反傾銷 
4、允許美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佔有較大股權 

5、降低國營企業的比重及影響力 

6、尊重並保護智慧財產權 
7、停止網路攻擊、網路偷竊 

8、取消強制企業進行技術轉讓 

9、修改「中國製造 2025 計畫」 
10、對中國經濟及外貿結構性問題 

按中共對 WTO 承諾進行改革 

川普意圖：貿易戰、科技戰、貨幣戰、 

經濟戰、價值戰 

對中國經濟 社會的衝擊：2018 的預測 
1、經濟全面下滑：出口、投資、消費 皆下滑！ 

（重新投資高鐵及房地產、飲鴆止渴） 

2、外商出走、外資出逃 

3、生產力大跌、GDP 下滑（向松祚質疑！） 
4、錢荒：國企嚴重虧損；民企大量倒閉 

推動混改、馬雲、馬化騰、柳傳志 

國進民退、（保國捨民)、杭州官員進駐私企 
面圈錢：打趙薇、范冰冰；萬達、海航等公司 

大賣資產 

全面嚴控資金外流：2014 年 6 月、4 萬億 
誘使台資、台企、台灣人才登陸 

以填補缺口；例：惠台 31 項等措施 

5、民企倒閉、經濟大幅萎縮 

6、失業率上升、官民衝突（千萬青年新下鄉運動） 

7、外匯存底下滑、外債到期、可用部位新低！ 

（今年開始：外資流出、台資流出、富豪逃錢、
購買美貨、全球購糧） 

8、人民幣貶值（提升出口） 

9、銀行降準（大水漫灌？） 
10、濫發鈔票、通貨膨脹 

11、滯漲：生產下滑、物價上昇、失業率上昇 

12、股市、匯市、房市大波動 
13、地方債務 出現問題 

14、糧食不足、需進口、致外匯短缺？ 

15、豬瘟、（人瘟？？？） 
習近平內部政治挑戰 
1、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引發反彈 

2、太子黨批評中央集權 
3、十九屆四中暗潮洶湧 

4、江派曾慶紅出手？ 

（香港成報谷卓恒、批習家貪腐） 
江派還能如何攻擊「習李王」 
1、文宣抹黑 與 捧殺：擊破「習李王」同盟 

（或：令完成、薄瓜瓜 等人爆料） 
2、製造或 加大動亂：政治、經濟、社會、外交、

港澳、兩岸、天災人禍 等等 

3、借刀殺人：貴派也有貪腐 
4、暗殺（例：無人機空殺） 

5、股債、匯市崩盤、樓市崩、銀行擠兌、地方債

爆裂等（習：抓項俊波、蕭建華、楊家才、吳
小暉等；逼迫萬達、海航 賣資產回流；阻止

現金外流等；） 

6、社會動亂：群體事件、惡性殺人、退伍軍人抗
議 

7、地方官員：怠工、反習氛圍漸強 

8、太子黨：反習人數上升 
（反習同盟：江派、地方官、太子黨） 

9、香港動亂：第二次傘運、港獨、股市動亂、港

台獨合流等 



 

 

 
 

 

 

 

 

 

 

㇐、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5 名    補出席人數：11 名 
出席人數：58 名    免 計出席：12 名 
缺席人數： 4 名    出 席 率：9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Joe,Tech,Truck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明居正 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 本社 
賴忠和 董事⾧ 東記股份有限公司 本社 

呂忠達  
諮詢顧問 

台灣金融研訓院 本社 

烏凌翔 先生 來賓 本社 

賴綉琪 小姐 來賓 本社 
Benson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社 

Miga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社 

Sean 板橋青創衛星社 本社 

四、捐款報告 
 

承上期  99,750 

Bueno  4,250 

James  6,250 

Jyi-Lih  4,250 

Life  50,000 

Lucky  4,250 

Smile  4,250 

Infinity  4,250 

Trust  4,250 

Glue  4,250 

Franklin  4,250 

  90,250 

  NT$190,000 

㇐般捐款 
Life 買時間 1,000 

Building 歡喜明教授精彩演講 2,000 

Lawyer 
歡迎明居正教授蒞臨演講
及衛星社 3 位社友蒞臨 

1,000 

Gas 老婆大人生日快樂 1,000 

Judge 老婆大人生日快樂 1,000 

合計  NT$6,000 

㇐般捐款(I.O.U.及應收款) 
Pipe 歡喜明教授精彩演講 1,000 

Post 8/19 生日快樂 1,000 

Canon 8/16 結婚週年快樂 1,000 

合計  NT$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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