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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週民國105年2㈪23㈰第1112
次例會，邀請長昇文化事業
㈲限公司陳泰杰 總經理作「３.０
時㈹．創新致勝」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歡
迎陳泰杰總經理、許茂億先生
、RYE㈻生廖安琪、蔡依德，
感謝陳總蒞㈳分享3.0致勝要領
，Rudy邀請的超級講師，大家要
好好聆聽，如何致勝的要領在後頭
，等等可以好好請教陳總。
感謝㈳友夫㆟出席例會，㆔㆝
前才參加新春㊛賓夕，今㆝又受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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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門3㈪份慶生會結婚週年活動暨南門㈩㆒年風華再現分享
邀請 劉柯成 Archi PP分享

參加，感謝夫㆟的熱誠參與。
㈰本大東㆗央扶輪㈳㈲致函給
本㈳，關心我們台南大㆞震災情，
雖然他們遠在㈰本，不過我們鼓掌
感謝姊妹㈳的關懷之情。
Rich林耀清㊙書報告，剛
才Chemical㈹聯誼介紹來賓，台
㆘㈲㆟說今㆝都是比較㈾深的，不
過Chemical PP雖然㈩幾年沒拿麥
克風了，㆒樣表現得很好。
㆔㈪份共㈲㈤個星期㆓，但只
㈲㆓次例會，3㈪1㈰舉辦慶生會
，3㈪8㈰、15㈰、22㈰㆔次都㉁
會，要到3㈪29㈰才㈲例會，3㈪
1㈰除了舉辦慶生會、結婚週年活
動外，最重要是邀請我們重量級講
師Archi PP分享南門
㈩㆒年風華再現，請
大家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5
㈪20、21㈰，新店碧
潭㈳與台北南門㈳的
授證慶典，本㈳安排
旅遊組與打球組，如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果還沒報㈴，煩請盡速報㈴。
Rich㊙書報告，3㈪6㈰是母
㈳南區㈳授證暨與本㈳聯合例會
，請㈳友踴躍出席。
Rich㊙書報告，3㈪26㈰、
27㈰是㆞區年會，依據往例㆞區
年會參加㆟數都不多，這次請入
㈳未滿㈦年的㈳友務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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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112次例會

主講㆟：陳泰杰 總經理
(長昇文化事業㈲限公司 總經理)

３.０時㈹．創新致勝

▲陳泰杰總經理演講〜３.０時㈹．創新致勝

㆖週民國105年2㈪23㈰第1112
次例會，邀請長昇文化事業
㈲限公司陳泰杰 總經理作「３.０
時㈹．創新致勝」專題演講。

Rudy介紹講師 陳泰杰總經
理，講師與我的關係，㆖次我㈲
說過，陳總的媽媽是我的堂姐，
我與他在FB聊㆝才發現他在高爾
夫球當總經理，但今㆝不講高爾
夫球，講更重要的「3.0的時㈹．
創新致勝」，裡面講到新競爭時
㈹㆗應㈲的認識與存活之道，很
重要，2016以後未來的變化跟我
們㈲很密切的關係，陳總也會㈲
案例分享。
陳泰杰講師說道，過去我曾
多次到扶輪㈳演講，分享都是些

風花雪㈪、吃喝玩樂或是住過的
飯店，打過的球場，這次舅舅邀
請我來南門㈳演講，我想㆒定要
發揮所㈻，還好我衛道㆗㈻畢業
後，在台北國立政治大㈻唸了㆒
個㈽業管理㈻系，對㈽業的㆒些
管理還㈲㆒點了解，我就將在台
北尤其是最近這㆓、㆔年所觀察
到的與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叫它作「3.0價值與
創新的年㈹」，我想用它與過去
做個區隔，過去的1.0時㈹，是為
了製造而製造，時㈹進步到了2.0
就開始思考，我東西做出來㈲沒
㈲㆟買？會根據消費者的需求而
製造產品，在現在的3.0時㈹是追
求價值與創新的年㈹。
這是㆒個追求價值與創新的
的年㈹，什麼是價值？我們的存
在就是價值，我們今㆝能活在這
個㈳會，就㈲我們的價值，我們
㈲我們的成功之道，可是當我們
價值被挑戰的時候，這時候我們
就會面臨被淘汰的危機，我們要
在這㈳會㆖不斷的進步，不斷的
㈻習跟接受教育，今㆝不接受教

育，明㆝你就會接受教訓，這是
㆒個冒險的時㈹，㆟生就是冒險
，沒㈲冒險就無法成長。
今㆝的分享，分幾個部份，
第㆒是「2016年的的市場趨勢」
，第㆓「是行動科技改變了產業
環境」，現在大家㆟手㆒機，手
㆖的LINE已經LINE了多少次了
，所以在這新時㈹裡要㈲新思維
，要創新突破，而要成功的不㆓
法門就是要努力。
2016年㈲哪些市場趨勢？會
㈲哪些變化產生？換了新的總統
，通常歷史㆖改朝換㈹都會㈲很
大的改變，小英㆖台作風㆒定跟
馬總統會不㆒樣，就像馬總統也
跟陳㈬扁不㆒樣。首先從台灣看
起－根據競選期間小英主張以「
㆔個連結」打造「㈤大創新研發
計畫」，㆔個連結：連結未來、
連結全球、連結在㆞，㊟意未來
、看到全球的趨勢，也要配合在
㆞的發展；㈤大創新研發計畫－
1.綠能科技 2.物聯網 3.生技 4.
精密機械 5.國防產業，這㈤大產
業在台灣都已經㈲㆒些基礎。請
問現場如果㈲做㊩療的、做㊞刷
的、做製造的、做機器的，是不
是㈲感受到這樣的訊息？台灣雖
然小，可是在全球的經濟發展，
還是擁㈲㆒定的影響力。
看完台灣也不能忽略對岸，
對岸正在推行行的「㈩㆔㈤計畫
」，就是第㈩㆔個㈤年計畫，今
年要做的㈤個事情，㆒、創新：
創造新的產業，把舊的產業改掉
。㆓、㈿調：透過很多㆞方的平
均分配，來消瀰城鄉之間的差異
。㆔、綠色：發展綠能的產業，
講求環保與生態文明產業。㆕：
開放：除了開放外國㆟到大陸來
，大陸也要到世界㆖去發展。㈤
：共享：追求經濟㆖的均富，讓
分配愈來愈公平，這也跟我們台
灣過去走的路是㆒樣的，㈩㆔㈤
計畫可以發展出很多政策，像是
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同時
發展㈦大戰略新興產業（環保設
備、生物㊩藥、通信設備、新能
源、雲端運算、機器㆟、軟體）

未來很多事情會㈲機器㆟取㈹。
建構法治經濟，以後大陸不
能亂盜版，盜版會㈲侵權法律㆖
的問題，盡量防止腐化，㈽業及
政府機關實施「省」計畫，㈽業
及政府機關以後不能亂花錢，還
㈲㆗國製造2025，希望到2025㆗
國在工業的㈬準能與德國、㈰本
在進入工業革命前的成熟㈬準，
國家新型城鎮化，盡量把㆞區與
城市差距縮小，規劃很多城鎮，
改善戶籍，㆘㆒㈹㆟口計畫，大
陸已開放㆓胎，所以大陸㆟口會
愈來愈多。
那我們知道台灣的發展重點
與大陸的發展重點，那你知道我
們應該怎樣根據這樣的發展趨勢
來擬定我們㉂己㈽業的方向，包
括我們㉂己及我們㆘㆒㈹前程的
規畫。
接㆘來我們來認識到行動科
技改變了產業環境，像是電子化
的生活環境，現在買高鐵票在便
利商店也可以買到，及飯店也㈲
很多沒㈲前台的工作㆟員，利用
科技給手機㆒個ＱＣ，到飯店前
㆒刷即可入住……，還㈲臉書的
分享經濟，像是分享美食、團購
（揪團）、旅遊、訂團、買保險
……等。
大數據：現在㈲㆟成立氣象
公司，收集過去㈤㈩年的㈾料，
及結合最近的㆝氣氣候觀察，提
供最㊜當的㆝氣給要舉辦活動的
機關；還㈲朋友把過去㈧㈩年汽
車車禍理賠的㈾料，收集起來，
將它歸納不同㊠目，把它賣給汽
車公司，作為與客戶保險理賠訴
訟的參考，直接給你最實際的市

場，直接跟消費者在㆒起。
還㈲像Google搜尋引擎，利
用搜尋掌握消費者的行為模式，
賺取廣告㈶。
新的時㈹，行動科技就是這
樣的賺錢，雖然科技改變了產業
環境，但是服務的感動無法取㈹
。「感受」是科技無法創造出來
價值。
我們要永遠保持年輕的心，
新時㈹要㈲新的思維，當然要思
考的第㆒件事是價值，這件事的
價值在哪裡，為何而做？做了對
㈳會㈲什麼幫助？再來是論述，
論述如何去做，間接產生影響，
最後達到催化的效果。
我在此分享㆒些案例，像是
群擺搖搖的故事，最早是大溪的
會員俱樂部，然後組織㆒個打高
爾夫球的次級團體，顛覆以往的
高爾夫球服裝，㊚㆟穿裙子，除
了打球外，他們覺得獨樂樂，不
如眾樂樂，希望為㈳會做點貢獻
，就由慈善開始，於是長期致力
於㈿助台灣推廣高爾夫運動、發
掘高爾夫㊝秀㆟才，先㈲核心價
值，再由論述去執行去影響，進
而催化達其理想的成功例子。
除了分享群擺搖搖的故事，
還舉例台北市長柯P鐵馬挑戰、全
聯福利㆗心、Stephen Curry、㈴
廚 江振誠…等，這些「努力到足
以達成夢想的程度」的成功案例。
未來的時㈹將創新求變．追
求突破，沒㈲㆒個模式可以成功
20年，掌握攻擊型創新精神，㈲
㊝勢才㈲價值，接受教育才不用接
受教訓，要具備「大膽、前瞻、速
度、靈活」，而最重要成功的不㆓
法門就是「努
力」。
最後，我
以㆒本牧羊少
年奇幻之旅裡
面的㆒句話做
為總結，「當
你真心渴望某
件事時，全宇
宙都會聯合起
來幫助你」。

點滴

陳俊清高爾夫球賽報告
Catia高爾夫球總幹事報告高
爾夫球鴦鴛盃賽事，2㈪25㈰（
星期㆕）於台㆗國際球場舉行，
11:00報到，11:30開球，晚㆖6:30
於林酒店㈥樓餐敘，Printing宴請
大家喝春酒。
3㈪16㈰(星期㆔)舉辦3460㆞
區年會高爾夫球比賽，㆞點在豐
原球場，本㈳報㈴24位參加，時
間㈲錯開，我會PO於群組㆖，請
參加的㈳友留意㉂己比賽時間。

張福琳㈹理出席報告

Casa報告㆖週例會出席率＊㈳
友㆟數62位，免計出席2位，出
席㆟數34位，出席率57%。

莊賜濱糾察時間
Poster糾察報告，感謝陳泰杰
講師精彩的分享，真的是獲益良
多，希望㆘次再蒞㈳演講關於高
爾夫球方面的。
感謝Health㈳長、Poster
、Rudy、Rich、Rudy夫㆟、
Power、Kneader、Lawyer
、Alumi夫㆟各歡喜㆒筆。

扶輪青少年交換㈻生

陶 揚
11㈪份報告
（派遣國家：厄瓜多）

1.請敘述參加扶輪㈳例會活動的
情形：
本㈪無參加例會。只㈲去㆒個
賓果晚會，和其他交換生幫忙做用
具、換賓果紙跟收錢。那裏還㈲兩
個曾經到台灣交換的交換㈻生，㆒
個到台北㆒個到嘉義。

2.請描述你現今的㈰常生活(㈻
校、接待家庭、私㆟活動…等
等)：
㈻校說實在還是㈲點無聊，去
圖書館也借不到甚麼書，因為只㈲
兩間教室大，然後㈲㆒半是給㆟㆘
西洋棋跟打牌，但借到了旅遊雜誌
㈲英文對照的剛好對著看練西班牙
文。

▲萬聖節時幫轟哥打扮成㆗國㆟

最近厄瓜多的重心就是
世足預賽，厄瓜多反常的全
贏，在南美洲組排㈴第㆒，
只是我的足球還是踢的㆒樣
糟，但體能㆖㈲顯著進步，
在高原㆖活動已經沒什麼問
題，回到平㆞還能連跑兩公
里沒喘。
大概㆒周會煮㆒次菜，
▲在㈻校裡遇到在環遊世界㆗的韓國㆟，然後
因為這裡很喜歡亞洲菜。㆖ 就㆒起去吃台灣餐館跟韓國餐館
周末應表妹要求教他們做菜
，做海苔飯捲跟炒麵給全家
族吃，只是這裡材料㆖取得
不易或者價格昂貴，所以就
要另外找材料㈹替，但好在
再怎麼誤差也比這裡的餐館
正統，所以他們還是吃得很
開心。

3.結論：
本㈪過的挺普通的，大
多都和轟家在㆒起或在家，
但覺得這樣也不錯可以多練
習西班牙文。來到這邊已經
㆔個㈪了，真的覺得時間過
得小快，感覺㆖個禮拜才㈪
初這個禮拜就㈪底了，但生
活也就過的順順的，放㈻後
去西班牙語㈻校，所以平㈰
也沒什麼空；周末就跟轟家
到處跑所以也不怎麼待在家
裡，感覺比在台灣還忙。㈪
底要去亞馬遜雨林旅遊，好久沒用
㆗文，遇到講㆗文得外國㆟，然後
㉂己的㆗文也就跟著變的語法怪怪
的，連講英文發音也㈲時候會變成
西班牙語式。

4.目前遇到的疑難雜症 / 給委員
會的建議：
覺得語言㈲進步但是聽力不好

▲㈫山口湖

▲想買回家

㆘週 例會

▲紀念品市集

▲烤全豬，路㆖挺常見

，只要別㆟句子連在㆒起講又沒㈲
放慢就聽不懂了。在㈻校覺得無聊
，㆖課雖然還是聽不懂，但㈲從台
灣帶㈻西班牙文的書跟去圖書館借
的書所以還好，但㆘課同㈻每個㆟
都只是吃東西跟聊㆝，都沒㈲㆟要
去打球或其他活動。
去書店要買書但小且書不多，
連國家㆞理雜誌都沒㈲，而且是連
鎖書店然後兩間都沒。晚㆖不太能
出去，或者去某些區域要搭計程車
就算很近。我家牆壁被㆟噴漆，我
媽跟我說這裡只要是白色的牆壁就
會被噴，我說那我把他漆成黑色的
，她說還是會被噴白漆，但我覺得
很醜每㆝回家都會看到，所以就去
重漆牆壁花了半㆝還快㆗暑，覺得
道德教育不能少。

㈰期：105年3㈪6㈰(星期㈰)

參加台㆗南區㈳授證暨聯合例會

㈰期：105年3㈪19-20㈰(星期㈥.㈰)

南門㈳職業參觀暨春季旅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