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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前週民國107年元月二日第
1209次例會，舉行「元月
份慶生會及結婚週年慶暨歡迎
新社友Innovation 周鴻仁宣誓
入社」。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今
天是2018年第一次例會也是慶
生會活動，先跟大家拜個早年
，祝福狗年行大運。
Catia社長報告，首先非常
歡迎Innovation全家福的蒞臨。
Catia社長報告，有參加
職業參觀的社友，都有收到
Kingnet的宅配，我們掌聲謝謝
Kingnet的禮物。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專題演講：創意 這玩意兒

主講人：周鴻仁 Innovation社友

【例會後召開元月份理事會】
上個月的理事選舉出爐，
恭喜Packing正式登基，他的
團隊都已選舉出來；第25屆社
長當選人Rich很快也要接手，
25屆是大屆，要開始準備了；
第26屆社長提名人人選應該會
在新春女賓夕公佈，先經過幾
位PP的協調之後，再跟大家報
告。

(潤盟國際設計行銷 總經理)

Onsen秘書報告，1月16日
例會邀請新社友Innovation周鴻
仁主講，講題是『創意 這玩意
兒』，請社友踴躍出席。例會
後召開1月份理事會。
Onsen秘書報告，1月20日(
六)下午2:30-4:30專題演講，特
別邀請劉禮修Eyes分享：『眼
睛知識分享』，地點：長安建
設(中美街15號)。

上週民國107年元月十日第
1210次例會，配合「台中
惠來扶輪社八週年聯合例會」
，變更為民國107年1月10日在
林酒店舉行。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1
月9日(二)例會休會乙次，因變
更至1月10日(三)惠來扶輪社授
證暨聯合例會，下午5：30註冊
聯誼，地點：林酒店3樓國際廳
。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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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09次例會

慶祝生日及結婚紀念
致贈元月份壽星紀念品

元月份慶生會及結婚週年慶祝
暨 歡迎新社友
周鴻仁 Innovation 宣誓入社

▲元月份慶生會

民國107年一月二日第
上週1209次例會，舉行「元月
份慶生會及結婚週年慶祝活動暨
歡迎新社友 Innovation 周鴻仁
宣誓入社」。
King代理節目主委主持慶生
會，請元月份壽星走紅地毯出場。
☆元月份壽星：Herbs(1月

1日)、Pharma夫人(1月7日)、
Alumi夫人(1月7日)、Packing
社友(1月8日)、Lapping社友(1
月10日)、Printing夫人(1月13
日)、Doctor夫人(1月13日)、
Biotek社友(1月15日)、Printing
社友(1月23日)、Kingnet夫人(1
月23日)、Onsen夫人(1月24日

)、Innovation社友(1月31日)。
Catia社長致贈生日紀念品，祝
福元月份壽星生日快樂。
請元月份結婚週年慶走紅地
毯出場。
☆元月份結婚週年社友有
：Lapping伉儷39週年(1月2日
)、Copper伉儷30週年(1月2日

元月 份 結婚紀 念 走紅地 毯

致 贈元月 份 壽星紀 念 品

致 贈元月 份 壽星紀 念 品

歡迎新社友
周鴻仁 Innovation
宣誓入社

歡迎新社友入社儀式，周
鴻仁(煙斗周)，為很多企業做
檢視與創新，勇於接受挑戰，
非常有鬥士精神，所以由他親
自扮演英勇的鬥士出場。由社
友Sugar、Bistro扮演蠻牛來挑
戰鬥士。
推薦人CP Concept介紹
新社友Innovation周鴻仁，與
Innovation是在IMC創新的群
組裡，看到一個自稱為「煙斗
周」而引起我的注意，不管是
企業甚而是社團，都是需要創
新，煙斗周加入IMC後，發現
他對創新非常的投入與認真，
遂邀請他加入南門社，成為南
門的一份子。
Innovation自我介紹時說
，1997年9月自台北南下彰化
)、Doctor伉儷33週年(1月2日
)、Health伉儷39週年(1月5日
)、Fumin伉儷38週年(1月5日
)、Tony伉儷17週年(1月8日)
、Daniel伉儷32週年(1月11日)
、Bob伉儷14週年(1月13日)、
Patrick伉儷39週年(1月17日)、
Sports伉儷42週年(1月19日)、
Spindle伉儷40週年(1月20日)、
Kingnet伉儷30週年(1月26日)，
Catia社長致贈結婚紀念禮品，
社長夫人贈送結婚紀念伉儷巧克
力，祝福家庭幸福美滿。

創業至今，投資與經營幾家公司
，設計相關領域涵括產品設計、
商業設計、影片拍攝、商業攝影
、品牌輔導與行銷規劃，去年開
始在校園演講超過百場次，也因
為設計行銷職業上的專業需要，
必須國內國外不斷奔波看展，抓
趨勢、想未來、看產品、想行銷
，客戶遍及美國、日本、歐洲各
國以及哥倫比亞，投資經營範圍
也涉及手機、平板APP開發及行

動商務應用服務…等。
未來的世代創新是被迫切
需要的，感謝各位前輩的接納
，懷抱著學習怎樣讓事業更成
功、家庭更美滿，讓生活的質
感更好，奉獻自己的心力做更
多更好的服務，謝謝大家。

▲元月份結婚紀念

夫球賽日期訂在3月14日，需於1月
10日遞出報名表，請今天有出席慶
生會的社員今天再填寫一下。
今年的隊長加碼夏威夷國外
賽，日期訂在今年的5月9日，目
前報名人數非常踴躍，相關行程
已PO到群組，請要參加的人向
總幹事報名。

致贈元月份結婚紀念禮 品

頒發RYE學生零用金 - 美國交換學生廖文琪
、墨西哥交換學生林美佳

點滴

出席率報告
Faith報告前週出席率達
80%，達到抽電影票門檻，恭
喜Model、Packing、Bistro、
Alumi抽中電影票。
出席主委Faith加碼出席獎，
恭喜Divid、Skyline、Ortho、
Surgeon獲得干貝禮品。

何志修報告自行車活動
自行車總幹事Sugar報告元
月八日（六）是自行車隊2018年
第一次騎車活動，社長在寒碧樓
設宴，除了自行車隊友，也歡迎
社友及夫人踴躍參加。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King報告元月份月例賽訂於
1月18日舉行，本社與新店碧潭
社聯誼，地點在桃園長安球場，
小組長會統計出席人數。
國際扶輪3461地區舉辦高爾

第1210次例會

聯合例會

台中惠來扶輪社
授證八週年慶典
民國107年元月十日第
上週1210次例會，配合「台中
惠來扶輪社八週年聯合例會」，
變更為民國107年1月10日在林
酒店舉行。

下週 例會

107年1月23日(星期二) 例會休會乙次，因變更1月27日(六)南區扶輪社授證暨聯合例會
107年1月30日(星期二) 【職業分享】主講人：張建國 Ryder社友(岦洋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