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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溪泉 前社⾧夫人(02.10)P.P.Lucky 夫人 

♥ 張愿福 前社⾧(47.02.12)P.P.Jyi-Lih 

張柯菁 女士(結婚六十四週年紀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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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十二日(星期六) 

清境商圈、清境農場、清境高空棧道 
上午 6：45 板橋國小後門土地公廟 

上午 7：00 新埔捷運站 2 號出口馥華飯店 

．宿：明琴清境(合格民宿) 

．早餐：美味早餐  ．午餐：清境擺夷風味  

．晚餐：民宿西式套餐 

◎三月十三日(星期日) 

香草花園生態導覽、捷安特自行車文化
館 
．早餐：民宿早餐  ．午餐：台中餐廳 

※敬邀各位社友閤府踴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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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8967-2226  

敬請大家留意，謝謝! 

 

程萬全社友先慈劉貴美老夫人慟於 111 年 1
月 24 日壽終內寢，享嵩壽百歲，噩秏傳來，
全體社友深感悲慟，特此致哀。 

板橋扶輪社  

社長汪忠平暨全體社友  敬輓 

緣苑會館 B 區 12 號(台北市臥
龍街 188 巷 2 號)  

告別式訂於 2 月 14 日(星期㇐)上午十㇐時
三十分假台北市辛亥路市立第二殯儀館至
真㇐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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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經濟研究院經資料庫 劉佩真 總監 

2021 年持續的肺炎疫情，加上 Delta 變種病
毒發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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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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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櫃、散裝、航空貨運報價揚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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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國內半導體業景氣處超級循環周期，續擔
綱護國神山角色 
．晶圓代工：受惠於台積電先進製程席捲全球、8

吋晶圓多次調漲報價，產值年增率高達 18.3% 
．IC 設計：產值增幅 40.1%創新高，因聯發科全球

市佔率走高、晶片價格上漲、中國去美化紅利 
．記憶體、封測：產值年增率分別因供需緊俏、交

期拉⾧且漲價效應發酵而各達 48.5%、11.82% 
2021 年我國半導體業產值增幅與全球相差不
遠，台灣更成為國際市場覬覦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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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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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年批發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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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新的生存保衛戰。 

歷經打炒房政策、疫情的考驗，2021 年不動產
景氣仍可成⾧ 
．住宅市場：全年交易結構繼 2020 年的價量

齊揚後，房價、交易量仍為上升的格局 
．商用不動產投資買賣、土地市場：呈現㇐⾧

㇐消局面，前者主要是壽險業者與自用買家
挹注動能 

．辦公室租賃：仍為房東市場結構，北市辦公
室空置率、租金年增率分別為 4.1%、1.8% 

．店面租賃：國內社區疫情感染、網路交易衝
擊實體店面需求，致使重要商圈店面租賃行
情低迷 

2021 年我國不動產業景氣因資金充沛伺機而
動、房貸利率位處低檔而獲得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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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來重要的產業發展趨勢／觀察重點 
製造業 
1.承認彼此差異、紅線劃分清楚，卻又避免意外衝

突的美中新秩序正在快速重建，不過我國科技供
應鏈面臨選邊站、重組壓力仍未除。 

2.美國期望在 5G、半導體、稀土、電池等關鍵供應
鏈降低海外依賴度，並以共同價值觀為基礎的地
緣政治盟友共同抗中的趨勢將日益顯著。 

3.歷經疫情與美中科技戰，全球業者重視供應鏈對
各種風險的韌性，著手改變過去將製造產能過於
集中與傾斜的現象，台灣半導體宜注意此國際壓
力。 

4.潔淨能源、電動車等新產業的崛起，吸引資通訊
產業、傳產業者朝此方向轉型與進行多角化經營。 

5.多國提出⾧期碳中和目標，風力、太陽能、電動
車、碳權、綠建築將是概念族群。 

銀行業 
國銀將更為重視綠色金融市場的發展，至於深化及
提升金融科技服務效能也是重點。 
不動產業 
1.倉儲物流為電商及零售商發展的最後㇐哩路，而

桃園市、台中市、台南市的倉儲物流地產將為自
用、投資者競相爭逐的焦點。 

2.政府將續推都更與危老政策，而囤房稅改革則是
下㇐步健全房市政策的攻防重點。 

服務業 
1.ESG 概念導入零售業，進㇐步帶動商品服務以及

店務管理的革新。 
2.零售業對線上業務的擴充、定位以不同思維來調

整，特別是整合線上業務來延伸至 O2O 的戰略
布局，進㇐步發揮影響力來組建新零售生態系，
全力衝刺數位轉型。 

3.餐飲業擁有外送、宅配的比例將持續快速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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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報告 
社友人數：87 名 補出席人數：21 名 
出席人數：40 名 免 計出席：13 名 
缺席人數：13 名 出 席 率：85% 
二、本次例會我們想念您！ 
Alan,Design,Family,Franklin,Food,Infinity,Jamie 
Marble,Mark,Ortho,Park,,Stone,Super Model 
三、來賓與友社社友 

姓   名 所  屬  社 邀請人 
劉佩真 總監 台灣經濟研究院經資料庫 本社 
Benson 社⾧ 板橋東區扶輪社 本社 

四、捐款報告 
 

承上期  1,114,917 
Printer  4,250 
Printer  4,250 
Alan  4,250 
Book  6,250 
Bus  4,250 
Bank  4,250 
Miller  4,250 

  31,750 
  1,146,667 

㇐般捐款  

Charles 

1. Benson
 2.

 3. PP

 

3,000 

Tiger 
Benson

PDG PP
 

1,000 

  4,000 
㇐般捐款(IOU) 

Gas 
 

2,000 

James 2/4  1,000 
Service 2/1  1,000 
Schooling 1/28  1,000 
Torque 1/30  1,000 
Frank 1/27  1,000 
Alex 2/2  1,000 
Skin 2/9  1,000 

  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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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書內容較多，將分成兩次討論，本次讀書

會研讀後半段-第五章到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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