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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會乙次。(因變更至1/27(六)

南區扶輪社授證)

Onsen秘書報告，1月30日

(星期二)邀請社友張建國Ryder

社友（岦洋貿易有限公司董事

長）做職業分享，與我們分享

家具如何行銷全世界，邀請社

友及夫人踴躍出席。會後召開

元月份理事會，謝謝！

上週原民國107年元月廿三

日第1212次例會，配合「

台中南區扶輪社31週年」聯合

例會，時間變更到民國107年元

月廿七日在永豐棧酒店舉行。

前週民國107年元月十六日

第1211次例會，邀請周鴻

仁Innovation社友（潤盟國際設

計行銷 總經理）做『創意這玩

意兒』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感

謝今天的講師也是我們的新社

友Innovation周鴻仁跟大家分享

〝創意這玩意兒〞。

Catia社長報告，謝謝社友

上星期三踴躍出席與惠來社的

聯合例會，接著是1月27日的南

區社授證慶典也是聯合例會，

希望社友踴躍參加。

Catia社長報告，星期日自

行車隊次級團體舉辦尾牙宴暨

選舉下屆隊長，恭喜Onsen當選

自行車隊隊長。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

107年1月27日(六)與

南區扶輪社授證暨聯合

例會，下午5:30註冊聯

誼，地點：永豐棧酒店

B1慶宴廳，敬請參加

社友著正式服裝及年度

領帶。

Onsen秘書報告，

1月23日(星期二)例會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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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主講人：張建國Ryder 社友  (岦洋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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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分享】



第1211次例會

前週民國107年元月十六日第

1211次例會，邀請周鴻仁

Innovation（潤盟國際設計行銷 

總經理）做「創意這玩意兒」專

題演講。

Rudy介紹今日演講者綽號

〝煙斗周〞的周鴻仁Innovation

社友，當時問他為什麼要叫〝煙

斗周〞？他說以前在台北的時候

都抽煙斗，所以大家都叫他〝煙

斗周〞。剛剛在例會前請教他，

住台北為什麼要來到彰化創業？

煙斗周說，因為彰化工廠很多，

客戶應該會比較多，所以等一下

我們來聽看看〝煙斗周〞是如何

創業與行銷。

Innovation請大家先觀賞一

段影片，這段影片是去年五月在

彰化縣舉辦全台第一場給小學生

開的設計展-「創新、教育、新

未來」設計展，由這段影片作為

他演講的開場。

周鴻仁Innovation說，我是

台北人，1997年來到彰化，我的

客戶大部份是彰化以北，主要工

作是創新品牌行銷顧問公司，我

有三個身份：教練、會長、顧問

，我不喜歡別人稱呼我為老師及

教授，因為大部分的人都不喜歡

讀教科書，雖然大家都有求知的

慾望，但...都被老師跟教授給磨

掉了，所以我要求我的學生及輔

主講人：周鴻仁 社友

▲周鴻仁Innovation社友演講：創意 這玩意兒

導的企業主叫我為教練，教練是

在發掘每一個選手、孩子不一樣

的地方進而發揮他的特色。

我目前在東海擔任職涯志業

企業講師＋工業設計課綱制定委

員亮點計畫老師、行政院PDIS

公共數位創新空間設計協作專家

、家長會長、彰化縣青年創業導

師....等。

什麼是創新？十五到十七世

紀的航海時代，有一群人從荷蘭

、北歐把船開離了家鄉往東方去

，他們發現只要把船開出去，用

搶的比較快，因為他們在東方發

現那裡有香料、絲綢、美女、奴

隸，這就是人類進化的第一個階

段－航海時代的開啟，這些人在

自己的家鄉活得不耐煩，想要做

一些不一樣的事情，所以不是開

著船在捕魚，而是把船開上一個

未知的地方去。

十八世紀(1767年)，有一個

人叫詹姆斯•瓦特，以前的紡織

是用水車的動力來做紡織，別人

看了幾百年的煮開水，都只看到

那個蒸氣咕嚕咕嚕的把鍋蓋給推

翻，但他看到了不一樣的東西，

心想如果這個蒸氣能夠把這個鍋

蓋做出動能上的改變，應該可以

讓他取代紡織所需要用到力量的

地方，所以他改良了蒸氣機，用

機器取代了很多人力及獸力，就

這樣開啟了工業革命。

1971年美國公司的IBM發現

，在未來電腦一定會讓人們做更

多的運用，所以設計出個人型電

腦，就這樣一個跨時代的革命，

讓現在幾乎每一個人都有一台電

腦，也造就了後來的比爾蓋茲及

創意 這玩意兒前週民國107年元月十六日

第1211次例會，邀請周鴻

仁Innovation（潤盟國際設計行

銷 總經理）做「創意這玩意兒

」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首

先感謝今天的講師也是我們的

新社友Innovation周鴻仁跟大家

分享〝創意這玩意兒〞。

Catia社長報告，謝謝社友

上星期三踴躍出席與惠來社的

聯合例會，接著是1月27日的南

區社授證慶典也是聯合例會，

希望社友踴躍參加。



賈伯斯變成了大富翁。

2007年蘋果公司創辦人賈伯

斯發表了第一代Iphone，是將手

機操控介面化繁為簡的改革先鋒

，因此在這世代，幾乎人手一支

智慧型手機，也造就了21世紀的

低頭族時代。

創新只是跟別人生活不一樣

嗎？其實不然，不能只有差異化

，一定要跟別人不一樣，而且要

能正向幫助到別人，幫助越多人

，你的創新的價值跟效益就越高

；在抱怨裡，藏著創新與商機。

創新有八個原素：種類、法

規、養份、作法、實例、戰略、

定義、趨勢。

斯斯有兩種到六種，請問各

位知不知道創新有幾種？創新一

共有三種。

效能式創新－Iphone5到

Iphone10，每一代都有他不同

的效能創新，例如：指紋辨識、

語音辨識、導航系統、臉部辨識

...等。

效率式創新－許總裁說：『

他去大陸看到一條生產線，總共

要130個人，若讓我來改，只要

剩下30個人就可以。』話中代表

的意思是當130人變成30人，薪

水約剩下1/4，也可以降低很多

人為造成的因素，這就是所謂的

效率式創新。

破壞式創新－意即破壞原來

的業種，這是目前我們台灣人

最薄弱的，當年大家都在養馬

，想讓馬兒跑得更快的時候，

Mercedes-Ben卻把蒸汽機加上

輪子當汽車來跑，所以當時德國

人有著所謂的紅旗法令，來保障

馬車伕的權益。

創新的保護要靠專利來保護

，而專利的申請，一定要符合這

三種特性：一、新穎性；二、進

步性；三、產業利用性。

多閱讀、多旅行、多觀察、

多懷疑、多關心是創新重要的養

份，賈伯斯說：『有創造力的人

到底是如何做到的？他們不是做

到，而是看到，他們只需要一點

點的時間，就很容易看出問題，

連結各種經驗，組合出新的事務

。』創新不是無中生有，必須要

有很多的經驗、體驗、觀察及思

考，才能創造出有價值及正向幫

助的創新。

創新一定要：1.不務正業，

例如Google規定員工25%時間不

能做原來的工作，2.跨域合作，

我建議學生多參加社團團體，多

聽演講，多學習，可以獲得不同

於學校以外的養分。3.仿生學上

帝。

舉例創新的實例：IKEA，

將大型家具拆卸，化零為整，不

但可以多運送商品，更可節省運

費，另外把展覽動線佈置的美侖

美奐，刺激購買欲，光這兩點就

可以橫掃全世界。

在思考創新品牌行銷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未來的趨勢，不

能夠逆風而行，而要順風而為，

未來一定是少子化，一定是銀髮

族佔四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未來

的AI人工智慧，一定會取代掉很

多基層文書型、庶務型的工作，

所以一定要注意新的趨勢，關注

嶄新科技怎麼變，5年、10年前

一定沒有用Line、臉書的習慣，

現在的生活誰還離得開？我們要

時刻注意，新的科技帶給你什麼

樣生活上的方便，再來你要注意

人文思考，不能去想：我會做什

麼？而是要想：對方到底要什麼

，你能夠把身邊的人關懷好，你

才能夠做得出好設計，最後再用

設計的思考，把這些東西整合起台中南門社   家庭懇談會

▲2017.12.17(日)吳為楨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林振楨伉儷、洪榮德伉儷、陳慶榮伉儷、吳元益伉儷

▲2017.12.17(日)洪仲明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社長伉儷、秘書伉儷、
   林丙申伉儷、唐憲中伉儷、張東霖伉儷、林永成伉儷



歡新的交換家庭，也很想念第一

個交換家庭的家人。我喜歡學作

蛋糕及甜點，在聖誕節晚會，我

做了一些餅乾給大家吃，也跟大

家交換禮物。在學校參加英文歌

比賽，我們班贏得第一名，我去

台北101看煙火，煙火非常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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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社友踴躍報名。

今年5月9日的夏威夷國外賽

(九天打六場球賽)，旅行社已準

備訂機票收訂金，所以會跟報名

下週 例會 107年2月6日(星期二) 　　【二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

點滴

第1212次例會 聯合例會

台中南區扶輪社 授證31週年慶典

上週第1212次例會，配合「

南區扶輪社授證31週年」

聯合例會，日期變更為民國107

年1月27日在永豐棧淦酒店。

台中南區扶輪社授證第31

週年慶典，由南區社社長周明

立Wright社長主持，本社社長

Catia陳俊清率領社友前往參加

慶典，祝賀台中南區社31歲生

日快樂。

來；幫助他人成功，就是成就自

己。

RYE學生生活報告，墨西哥

接待學生廖文琪說，上月學校運

動會有舞蹈表演，也參加英文歌

比賽，我們班級獲得第四名，12

月31日我們參加Inbound學生台

北101跨年晚會，隔天凌晨點才

回家，這個月非常忙碌，也非常

好玩，謝謝南門社，也祝大家新

年快樂。

美國接待學生林美佳說，上

個月我們換了寄宿家庭，我很喜

社友作最後確認，目前有21人參

加，還在考慮的社友請盡速報名

，以免向隅。

出席率報告
Poster代理出席主委報告出

席率，前週出席率達71%，達

到抽水產品門檻，幸運中獎人是

Concord、Concept、Kneader、

Denture抽中。

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秘書Onsen、Ryder、Catia社長

、Denture夫人分享並歡喜一筆

。

▲慶祝台中南區授證31週年慶典，社友獻唱〝快樂的出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