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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8㈪份慶生會暨 結婚週年活動．歡迎新㈳友劉偉傑BISTRO宣誓入㈳
RYE派遣㈻生出國行前報告
廖孟琪(Power小扶輪)-派遣國家(西班牙) ．陶揚-派遣國家(厄瓜多爾)

民國104年㈦㈪廿㈧㈰
㆖週第1082次例會，邀請廖紫岑
PURPLE(台㆗㆗央㈳友)做「布
衣MSO~創新營運分享」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非常
歡迎㆗央㈳PDG MUSIC帶領大
陣仗粉絲團陪同講師PURPLE蒞
臨南門㈳，今㆝廖董分享創新營運
，給我們成功㈽業家及在扶輪的領
域裡才可以分享到，非常感謝。
HEALTH㈳長報告，7㈪21
㈰與大東樹脂公司共同捐贈甘霖
基㈮會愛心送餐車㈳區服務活動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感謝當㈰㈳友及夫㆟熱心參與
，這次捐贈總㈮額為630,000元
，我詳細跟大家報告㆒㆘大家的
捐贈明細：大東樹脂化㈻(股)公
司315,000元、台㆗市南門扶輪㈳
200,000元、HEALTH 20,000元
、RICH 20,000元、ONSEN 10,000
元、FAITH15,000元、KING10,000
元、PACKING10,000、POSTER
10,000元 、 S T A R 1 0 , 0 0 0 元 、
PATRICK10,000元總捐款㈮額共
630,000元。
HEALTH㈳長報告，8㈪4㈰例
會-歡迎劉偉傑BISTRO宣誓入㈳，
非常歡迎BISTRO加入我們南門㈳。
RICH林耀清
㊙書報告，㆘週
例會除了舉行㈧㈪
份慶生會外，還
㈲㆒件重要的事就
是歡迎新㈳友劉偉
傑BISTRO宣誓入
㈳，我跟BISTRO
說㆟生㆗㈲兩件大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事，第㆒件事是娶老婆，第㆓件事
是嫁入南門，希望㆘禮拜各位㈳友
及夫㆟都能㆒同來見證。
RICH㊙書報告，待會例會
結束後舉行STAR會議，由CP
CONCEPT演講「扶輪值多少？」
例會後請㈳友留步聆聽。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082次例會

廖紫岑 董事長
(清新溫泉渡假飯店 董事長)

布衣MSO~創新營運分享

▲廖紫岑董事長(㆗央㈳㈳友PURPLE)分享〜布衣MSO~創新營運分享

㆖週民國104年㈦㈪廿㈧㈰第
1082次例會，邀請廖紫岑
PURPLE(台㆗㆗央㈳友)做「布
衣MSO~創新營運分享」專題演講。
POSTER介紹演講㆟廖
紫岑董事長是㆗央㈳的㈳友
PURPLE，PURPLE的父親是前
雲林縣縣長廖泉裕，母親前國大
㈹表，是現任行政院政務顧問，
阿姨是立委許榮淑，最重要的是
－她的叔叔是大東樹脂董事長廖
光亮也是本㈳㈳友BOND。
PURPLE目前是台灣數位光
訊科技(股)公司副董事長暨執行
長、賽那美育樂開發(股)公司副
董事長暨執行長、霧峰高爾夫球
場董事長、鑫傳視訊廣告(股)公
司董事長、雲林科技大㈻校友會
理事長、㈶團法㆟台㆗市文教基
㈮會㈼事、㆗華法律風險管理㈿
會理事，PURPLE更榮獲第37屆
青年創業楷模，能獲得這個殊榮
真的非常的不簡單，請大家用最
熱烈的掌聲歡迎她。
廖紫岑董事長說，「布衣」
意思是粗衣，就是指我們的MSO
㈲線電視集團，是台灣唯㆒㆒家

本㈯的㈲線電視。
廖董在分享創新營運之前，
先與大家分享㆒個最經典㈲創意
例子。最近在網路㆖看到㆒個影
片，㆒個打扮非常時髦㊛士走進
紐約銀行，跟行員說最近要去歐
洲出差，需要借㈤千元美㈮，行
員對她說，借錢需要㈲抵押品，
㊛士便用凱迪拉克當抵押品，借
了㈤千元美㈮。出差回來後，付
了美㈮㈩㈤元利息給銀行，行員
對那位㊛士說，他查過她的㈾料
，是㆒家大公司的高級主管，為
什麼出差還需要借錢？那㊛士說
：在紐約這個㆞方，哪裡可以找
到幫我把車保管這麼好又便宜又
放心的㆞方？借跟租只是在㆒轉
個念，㈲時㈲㆒個很好的想法，

就會我們在事業㆖，或是在經營
南門㈳務㆖㈲長足的發展。
廖董說道，環境變遷為常
態，在經過美債、歐債、㈮融
風暴、海嘯、㈰本311㆞震、伊
波拉病毒、高雄氣爆、㈧仙塵爆
、MERS經濟、政治、文化，產
業也㆒樣，因應環境變遷，就會
出現價值重新分配。而經理㆟職
責就是包括要做到外部環境偵測
、溝通、創造價值。
廖董列舉幾個重要的成功例
子：Steve Jobs（賈伯斯）就是
把事情串聯起來，當你問那些創
意㈩足的㆟怎麼做到時，他們可
能會覺得心虛，因為他們其實沒
㈲真正「做到」，他們只是「看
到」了。
馬雲/阿里巴巴的4個1(光棍
節）11㈪11㈰，㆒㆝賣掉㆒千㆔
佰億台幣，沒㈲經過銀行，就把
錢花掉了，顯示購物形態迅速改
變㆗。
廖董談到㉂己的產業：top
MOS創新整併模式，電視
從HD(高畫質)轉變成4K，清晰
無比。網路則從幾K幾M轉變
成好幾㈩M好幾百M再使用，
速度變得的非常快；手機則從
3G,4G,5G也快出來了；尤其在這
㈦、㈧年間，世界起了很大的變
化，尤其是我的產業變化相當大
，因為我後面的網路全部都在整
合，所以我們就從電視、網路加
㆖電信，全部作整合㆗，競爭過
程㆗的演化，所以㈩幾年前我們
看到基礎網路的重要，創意在於
先整合了㈲線電視然後再往㆖成
立母公司才開始做購併、做㆖市
櫃、做轉型。
服務創新：1.從㈲線電視到

2015~16年度7㈪份理事會
時間：㆗華民國103年7㈪14㈰(星期㆓)㆘午8:20
㆞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黃吉隆
出席：李祐助、林耀清、陳潤松、賴文瑞、汪世旭
馮賀欽、吳為楨、莊賜濱、邱啟成
列席：張光瑤、陳向榮、湯富淳、吳騰彥、廖俊榮
蘇良智
議題：
㆒、14-15年度㈶務結算報告。(附件1)
說明：請前㈶務Power報告。
決議：通過14-15年度㈶務結算報告，年度盈餘為
17,503。其他基㈮及暫收款㈮額移交如附件
1所示。
㆓、南門㈳㈶產清冊移交。
說明：請直前㈳長Polylon報告。
決議：㊙書處已將南門㈳㈶產編列成冊，並於這次
會議㆗完成㈶產移交。並由現任㈳長、直前
㈳長完成移交。
㆔、9/26(㈥)㆗秋㊛賓夕㆞點討論。
說明：請節目主委Faith報告。
決議：尚請節目主委Packing詳細安排及規劃，㆞點
：清新溫泉會館舉辦。
㆕、本年度預計㈳區服務計畫㈰期報告。
1.甘霖基㈮會愛心餐車計畫-7/21(㆓)㆘午2點；台㆗
市政府惠㆗樓301禮堂
2.宜蘭㆔星國小捐贈計畫-9/11(搭配㈳內旅遊
9/11-9/13)
3.舉辦法治教育-台㆗家商
4.認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溪尾國小
、集集國小)共15位認養㆟
說明：請服務計劃主委Onsen報告

決議：
A.甘霖基㈮會愛心餐車計畫-7/21(㆓)㆘午2點；台
㆗市政府惠㆗樓301禮堂。捐款總經費63萬，由
大東樹脂化㈻股份㈲限公司31.5萬、南門㈳20
萬、Health㈳長2萬、Rich㊙書2萬、Onsen1萬
、Faith1.5萬、King1萬、Packing1萬、Poster1
萬、Star1萬、Patritk1萬，共同捐助愛心餐車。
B.宜蘭㆔星國小捐贈計畫-9/11(搭配㈳內旅遊
9/11-9/13)，詳細的捐贈計劃另行通知。
C.舉辦法治教育-台㆗家商預計於105年5㈪㆗舉辦。
D.認養扶輪之子計畫-認養㈻校(台㆗家商、溪尾國
小、集集國小)共15位認養㆟。2015-16年度已確
定認捐㆟如㆘：Onsen,King,Concept,Pharma,
Chemical,Kneader,Ortho,Art,Kaepa,Home,Gary,
Tang,Archi,Concord,C.P.A。共15位㈳友為期㆔
年認捐(㆒年12,000元)
㈤、9/11~9/13宜蘭㆔㈰旅遊(與GOLF合併舉辦) (附件2)
說明：請聯誼主委Packing報告。
決議：尚請 聯誼主委Packing與威力旅行㈳詳細規
劃行程。
㈥、雙子㈳-㈰本大阪大東㆗央㈳20週年授證㈰期為
2016年5㈪14㈰(星期㈥)。
請明：請雙子㈳主委 Ben報告。(㈳長㈹理報告。)
決議：尚請雙子㈳主委 Ben與大東㆗央㈳詳細了解
授證的流程後，再行定奪安排前往㈰本的時
間，以利安排。
㈦、8/18(㆓) 總㈼公式訪問事宜。(8/11(㆓) 已邀請助理
總㈼James與會指導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敬
請全體理事務必出席參加) (附件2)
說明：請㈳長Health報告。
決議：總㈼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
餐)，並請㊙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事
㊠，於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件。
㈧、臨時動議。

點滴
RYE主委林㆛申報告

數位匯流，2.萬物聯網(IOE)發展
，3.視訊服務雲端化，4.加值服務
在㆞化、個㆟化數位機㆖盒，5.
網路電視(OTT)發展，這就是我
們產業轉變的歷程，為了要讓員
工栽培多㊠技能，讓同仁去做球
場，讓股東㈲實體㈾產，同仁也

㈲㆞方可以㈻習，目前投㈾產業
包括：霧峰高爾夫球場、清新溫
泉度假飯店、澎湖賽納美㉁閒渡
假村……
最後廖董以「熱情㈻習、勇
於創新、擁抱改變」為本次演講
做㆒個美麗的END。

KENCHIKU RYE主委報告
，本年度RYE青少年交換計畫已開
始接受報㈴，㈳友小扶輪或是㈲值
得推薦非㈳友小朋友，年齡15-17
歲，㈲意願參加的話，請向茹茵索
取申請文件㈾料，提醒要申請的㈳
友，請於8㈪17㈰前將文件備齊，
向本㈳RYE或理事會報㈴審核通過
，再向㆞區申請。
短期交換㈲㆔個計畫，1.暑期
營隊(15-25歲)，2.家庭對家庭交換

2015-16年度

㈦㈪份內輪活動
活動主題：聚餐聯誼
舉辦㈰期：104年7㈪18㈰(㈥)
舉辦㆞點：清新溫泉

(15-19歲)，為期10-20㆝，3.個別
交換(20-30歲)，為期3-6週，也非
常歡迎㈳友小扶輪或推薦非㈳友子
㊛申請。

洪富㈮出席主委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本年度
參加例會活動報㈴方式㈲些改變
(包括夫㆟)，參加例會活動請在小
組群組㆖報㈴，不會再㈵別逐㆒詢
問，避免影響時間。
KING出席主委報告，㈳友㆟
數58㆟，請假5㆟，免計出席1㆟，
今㈰例會出席40㆟，出席率70%。

STAR會議

張光瑤CONCEPT CP漫談扶輪值多少？

陳棋釗㈹理糾察報告
ILLIG㈹糾察主持歡喜時間，
㈳友分享心得與喜事投入歡喜箱。
MUSIC PDG…500元、AMY…500元
DIAMOND…500元、LAND…500元
LIGHTING…500元、LISA……500元
DOLL…500元、YNG-YING…500元
YOYO…500元、JOYCE………500元
講師廖紫岑PURPLE回捐演講費…
2000元。

㆘週 例會

扶輪值多少？
1.扶輪應有的付出：出錢、出力、
出時間。天平的另一端是什麼？
（若不付出，那就我去參加扶輪
的意義）
2.扶輪價值所在：
四十不惑－友誼。解開賈伯斯、
李開復的惑。
五十知天命－服務。天道酬勤，

功不唐捐。
六十耳順－寬容。人不輕狂枉少
年。（人過六十就不必要證明自
己多厲害）
七十隨心所欲不逾矩－審己度人
/80自信20戒慎。
3.扶輪經驗協助公務執行，認清都是
修行就是價值。
4.身懷扶輪精神，高壽逾越百二。

講 題：從㆟生百態談租稅規劃
【8㈪份理事會暨總㈼公式訪問行前會議】 主講㆟：張進德 博士
㈰期：104年8㈪11㈰(星期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