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偕夫人踴躍出席。

2月13日(星期二)例會休會

乙次，因變更至2月16日(星期

五)參加【台中A、B區聯合新春

團拜】，時間上午8:00(註冊聯

誼)，上午8:30-10:00(團拜酒會)

，地點：林酒店3樓國際廳。

Onsen秘書報告，2月20日

（二）例會休會乙次(因逢大年

初五，故休會一次)。

上週民國107年元月三十日

第1213次例會，邀請張建

國Ryder社友（岦洋貿易有限公

司 董事長）做『職業分享』專

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市政社秘書Ryan、Shimmer

社友、Frank社友，特地來宣傳

新春團拜活動，市政社今年主

辦新春團拜活動，非常用心，

還親自到我公司錄新春賀詞，

NG了好多次，謝謝你們。

Catia社長報告，感謝Ryder

今天帶來精彩的社友職業分享。

Catia社長報告，1月18月

我們與碧潭社聯誼，感謝出席

的隊友。上星期六1月27日與南

區社聯合例會，謝謝出席的社

友及夫人。

Catia社長請Alummi PP好

好保重，並祝早日康復。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下

週二(2月6日)例會，舉辦2月份

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歡迎社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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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13次例會

上週民國107年元月三十

日第1213次例會，邀請張建國

Ryder社友（岦洋貿易有限公司 

董事長）做『職業分享』專題演

講。

David介紹張建國Ryder社

友，Ryder的嗜好是閱讀、吉他

、薩克斯風、薩克斯風、爵士鼓

、重機、騎馬，喜歡高爾夫球、

英式馬術、障礙馬術..等運動。

1989年成立岦洋貿易有限公司，

喜歡設計產品，涵蓋範圍包活傢

俱及其零組件之結構及外觀，自

1989年至2016年，個人持之有

各國新型、新式樣專利認證取得

超過400項。

張建國Ryder說，感謝南門

社給我有這個機會，能夠重新回

顧以前走過的路，重新回顧看看

自己那時是如何打拚的。今天介

紹我的職業PDI暨分享我的創業

過程，人生有很多選擇，每一個

選擇都是關鍵性的，當年我做了

一個選擇，在1989年我選擇辭掉

我的老東家，那時我任職美商公

司在亞洲擔任採購總經理，待遇

很好，我辭職的原因有二個：第

一個原因是為年邁的父親，第二

個原因是因為我當時的女朋友（

後來我的領導），我們交往了一

段時間，她告訴我一句話，你就

去闖吧～因這一句話，在1989年

主講人：張建國 社友

▲張建國Ryder社友職業分享

3月1日我成立了岦洋貿易公司（

創立於四川路辦公室），那時的

環境剛好是整個產業大外移，台

幣升值，大家瘋狂迷大家樂，當

時選擇那個時間不是因為沒有訂

單，是因為台灣的金錢遊戲價值

的改變，以及找不到工人，開始

很多企業外移，例如馬來西亞、

泰國、越南、印尼…之後才輾轉

到大陸，當時看到這個情形。

既然已經決定，我要如何帶

著的我公司、我的產業走下去？

從無到有，從負債開始，舊房子

貸款195萬元，成立了岦洋公司

，我只是抱著一個信念，因為在

美商待的時間，看到國外公司只

要求競價，找到最便宜的地方，

從A地轉到B地，從甲地到乙地

，我發現一個現實，他們永遠在

做競價遊戲，這樣看不到未來，

所以我決定將公司定位在在「設

計」，幫助自己的合夥、朋友，

跟著大家一起共同走生產路線。

但是設計那時多困難，因為很多

的木器都已經外移，木材會愈來

愈少，人工會愈來愈少，我們的

傳統傢具都得靠這些來維持，在

這些困難之下，我又做了一個選

擇，要做一個不一樣的路線，做

不一樣的產品。從設計裡面，我

就訂下一個近中遠程的目標，每

一個五年我修正我的方向及設計

達到的目標，如何做？怎麼做？

無所不用其及的去達到它，面對

它，追求它，創造PDI存在的價

值。

當時我看到木器所有的瓶項

，在1989、1990外面還看不到

什麼鋼管傢俱時，我設計了鋼管

的傢具送到德國去參加比賽，在

1991年參加德國科隆傢俱展覽，

獲得最佳發明設計獎。因為設計

職業分享



的理念來自於質輕，取代現有的

才材，因環保的概念，木材會愈

來愈少，我看到木材的短缺及電

腦桌的需求，在德國，他們對於

追求原有的文化並不是覺得很特

別，可是對於追求新的設計、新

的理念、新的材料，他們非常的

投入，到目前為止，這鋼管辦公

桌仍是歐洲最好賣的，因為它解

決了很多問題，結構性、材料、

可以多變化…等。這是我一開始

走設計強調多元化，複合性功能

以及現在的物流所佔的空間，運

輸的成本，一次都解決。

我所走的路線是面對金字塔

的中下，我相信有錢人與窮人，

窮人還是比有錢人多，這是大眾

市場，在亞洲生產線，有量生產

線才好排，我們看到需要，所以

決定走這個路線。

簡單介紹公司大事紀：1995

日本神戶大地震與日本丸紅商社

(Marubeni)生產一系列健康床

設備供應復健傷患使用。1996

獲得美國傢俱展High Point最佳

設計，與Jim Sexton合作，成

立Z-Line Design，並接受天下

雜誌專訪。1998與朋友成立PDI 

Europe營運中心。1999年再度

獲得美國傢俱展High Point最

佳設計，同年度與Studio RTA

合作，成立SOHO Furniture。

1999年再度獲邀天下雜誌專訪、

卓越雜誌專訪。2001年國外傢

俱Furniture Today雜誌專訪，

2001 ADEX award傑出設計獎

，成功開拓全球國際零售直銷市

場，2003第12屆台灣經濟部國

家發明獎、銀牌獎。

我從四川路一個小小的辦公

室，一直到1994年買下文心路的

辦公室，是我第一個目標，我設

定的第二個目標就是要國際化，

第三個目標就是要自己生產。

在2003東莞西浦傢俱有限公

司動土建設；2006年完工投產

，同時與OFS合作進入Contract 

Business專攻美國政商辦公傢俱

專案。2008年雷曼兄弟金融大

風暴，屹立不搖，PDI營運方針

重新調整；2009年台灣大陸工廠

大洗牌-投入電商 (網路客戶)開

發。2011年自我品牌-UHC的成

立。2013年Amazon、e-Bay、

Overstock網路電商陸續衝出佳

績。2016年進軍HealthCare健康

傢俱，自我品牌強化經營，公司

的專利產品超過400項，傢俱人

類文明進化的直接展現，設計解

決生活需求的具體實踐。

我相信，宇宙不變的真理是

永遠在變準確抓住〝變〞的潮流

正是PDI存在的價值。

日期：1/20(六)下午2:30~4:30  地點：長安建設2樓會議室(中美街15號)

元月份內輪會活動 劉禮修Eyes夫人分享『眼睛知識』



下週 例會
107年2月16日(星期二) 　　【台中市26社聯合新春團拜】

107年2月27日(星期二) 　　【新春女賓夕】

點滴

元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7~2018年度

時間：中華民國107年1月16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吳為楨、林丙申、莊賜濱、洪富金、吳騰彥、何志修

陳慶璋

列席：陳向榮、陳棋釗、廖德炯、廖俊榮、張光瑤、廖進聰、林振楨、朱福民

黃吉隆、張東霖、陳國輝、湯富淳、陳重光

議  題：

一、12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秘書Onsen代理報告)

決議：通過12月份財務報告。

二、Kneader社友提出資深社友申請。

  　Kneader社友扶輪年資：83年11月15日入社(23年)、年齡：65歲

  　南門內規規定：a、資深社友認定為(社友年資+年齡≧85以上)故可以向社

　　　　　　　　　　 內理事會提出申請。

　　　　　　　　　b、資深社員可免計出席(連續幾年出席100%資格照計算) 

                   　，年度表揚大會以資榮耀獎勵。

說明：請 秘書 Onsen報告。

決議：通過申請，並依照南門內規規定辦理。

三、台中東南社主辦「與光同行慢兔兔肯納共響音樂會」邀請各社共襄盛舉，

參與(協辦/贊助)，舉辦時間：107年4月1日(星期日)PM2:30-4:00舉辦地

點：台中市中山堂。協辦單位：新台幣貳萬元及以上。贊助單位：新台幣

貳萬元以下。 

　　協辦單位及贊助單位均顯示於宣傳海報、當日節目及 各文宣品顯示捐款

姓名/單位名稱。(附件2)

說明：請 社長 Catia報告。

決議：通過贊助台中東南社舉辦聯合服務計劃「與光同行慢兔兔肯納共響音

　　　樂會」，本社贊助新台幣貳萬元。

四、臨時動議。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總 幹 事 K i n g 報 告 2 月 份 

GOLF聯誼賽，2月8日(四)與台

北南門扶輪社GOLF聯誼賽。時

間：上午10:30開球。地點：彰化

球場。晚上在金悅軒餐廳用餐。

賴文瑞報告眼睛傷勢

Alumml前社長說，元月份

打球時不小心被taa傷到眼球，

有3米糎的裂痕，縫了八針，醫

生交待要休息六個月不能打球，

所以打球不要找我，但是吃飯可

以找我，感謝各位社友的關心。

市政社宣傳新春團拜

市政社秘書Ryan率領兩位社

友Shimmer、Frank蒞臨本社宣傳

新春團拜～『台中市26社聯合新

春團拜』時間：2月16日(五)大年

初一，時間：上午8:00(註冊聯誼

)、上午8:30-10:00(團拜酒會)，

地點：林酒店3樓國際廳，誠摯

邀請各位社友與夫人參加。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主委Tony報告出席

率，社友人數66人，請假4人，

免計出席4人，出席人數45人，

出席率71%，達到抽水產品門檻

，恭喜Tang Diva Child Ears幸

運中獎。

糾察時間

Sugar主持糾察時間，感謝

市政社秘書Ryan紅箱500元、

Shimmer社友紅箱500元、Frank

社友紅箱500元。

Patrick、Alummi、Bond、

Onsen秘書、Catia社長分享並歡

喜一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