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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上週民國107年三月十三日
第1219次例會，邀請許茂
億 Polo社友(台灣勁茂股份有限
公司 副總)做「職業分享」。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今
年地區年會在新地方舉辦，問
題很多，到現在邀請函還沒有
拿到，目前有對面的立體停車
場及好運來餐廳提供的停車場
可停車，好運來隔壁的平面停
車場因分租及租金問題還喬不
攏，可能會請市政府出面協調
，那裡有300個停車場，規劃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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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演講：品味人生~珍釀永恆
柯富揚 Herbs社友

(東方中醫診所 總院長)

博愛停車地區。
目前年會報名人數約有三
千人，但好運來餐廳桌數最多
只能排放170桌，一桌約擠12人
還不夠，所以總監辦事處一再
要求我們要詳實登記用餐人數
，所以請社友登記參加及是否
用餐，以利作業。
我們負責寶眷聯誼，屬於
工作團隊，參加的15位支援社
友，11點就可以先用餐，所以
請支援社友，要用餐的的話，
請11點以前要到。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3
月20日邀請社友柯富揚 Herbs
社友（東方中醫診所 總院長）
專題演講「品味人生~珍釀永恆
」，請社友踴躍出席。
Onsen秘書報告，3月25日
(星期日)參加3461地區年會，
7:30-8:10(園遊會/點心)、8:008:30(註冊/聯誼)，我們全體社
友都有註冊，敬請出席社友穿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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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甲種服儀。
Onsen秘書報告，3月27日
因變更參加地區年會，休會乙
次。等一下例會結束召開三月
份理事會，請理事留步。
Onsen秘書報告，由東南社
主辦、台中南門社及友社共同
協辦『與光同行慢兔兔肯納共
響音樂會』，還有很多票券可
以索取，時間：4月1日(日)下午
2:30-4:00，地點：台中市中山
堂，誠摯邀請社友及夫人踴躍
參加。

社館：403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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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9次例會

許茂億 社友
（台灣勁茂股份有限公司 副總）

職業分享

▲許茂億 Polo社友做職業分享

立通路，就沒有量，無法支援行
銷，有可能一整年收回來的錢都
不夠買貨的錢，所以剛開始也摸
索了好幾年的時間，慢慢的才站
穩腳步，後期就比較沒有在深入
工廠這塊，目前專注的品牌經營
的行銷，但工廠還是有運作，後
來也投入LED及綠能產業。
台灣的男生都比較保守，所
以今天找了這個主題：尋找你的
FASHION，男生要怎樣的穿搭
會更好看。
Polo帶來一段【男裝近100
年演進史】的影片欣賞，介紹從
1900到現今，每10年流行的趨
勢，看完影片後，會發現每個時
代有著不同的特色；流行是一種
循環，一些您以為過時的款式，
可能明年會再次流行！每個年代
，會因為歌星、顏色及紡織技術
的流行，有一點變化，像40及50
年代的老爺褲，到80年代，它還
是很流行，50年代的緊身，拿到
現在來穿，還是跟得上流行，當
然，早先流行的顏色及現在的顏
色會有些不一樣。

上週民國107年三月十三日第
1219次例會，邀請許茂億
Polo社友(台灣勁茂股份有限公
司 副總)做「職業分享」。
Rich介紹Polo社友，Polo是
非常優秀的企業家，公司由三位
兄弟共同創立，大哥負責太陽能
板、LED燈，二哥與Polo負責服
裝公司，早期在埤頭開體育用品
社，後來代理Crocodile品牌，
也有成衣品牌開發及製造，目前
工廠位在精密園區，事業經營的
非常成功。

Polo首先分享早期的創業歷
程，他說早期我大哥是做體育用
品社，當時在做體育用品社時，
Sport已經在做服裝了，還有讓
我們經銷他的服裝，因緣際會之
下，後來我們也投入這個行業，
投入後就從工廠開始，工廠做了
一個階段以後，就會有一個夢想
，想要走向品牌這條路，品牌行
銷在剛開始經營與工廠經營有非
常大不同，工廠追求固定毛利，
而品牌行銷投入成本非常的大，
在建立品牌之前，因為還沒有建

自1947年創始至今，
Crocodile家族品牌已經建立高
品質服飾及配件的良好形象，並
以符合時尚之設計、金錢價值哲
學與生活形態相結合為品牌之優
良傳統。
Polo說衣服的壽命非常短，
每項產品只有半年的壽命，所以
每天都在做開發性的工作，因為
半年後就換冬天，到明年的夏
天，去年的東西就變成舊的商品
，所以開發商品速度是非常快的
，而且量也非常多，一季要做到
200~300個款式設計及製造，速
度非常快，衣服怎麼做？

們去那裡泛舟，第三天出大太陽
，大家又興緻勃勃的出發欣賞美
麗的風景，當中還有一些意外的
小插曲，再次謝謝所有出席的人
員及特別來賓Kenchiku，本次
自行車外地騎乘順利圓滿達成。

洪富金報告高爾夫
▲社友提名

曬效果。另外，抗UV防曬衣在
清洗時，千萬不可加入漂白劑或
含有漂白劑成分的洗衣粉，以免
破壞布料的功能！
關於防水透濕布料常見吊卡
機能性戶外首選─防水透濕布
料，防水透濕是一種既能夠防止
雨水滲透，又能將水氣(汗水)透
過布料排出，衣服內不會有水氣
凝結的機能布料，降低在惡劣氣
候下的悶熱與失溫。
關於羽絨常見吊卡 羽絨清
洗小撇步!!千萬不可直接丟洗衣
機，會爆炸！
1.溫水泡完輕刷洗
2.用手擰乾水份(不可使用脫水機)
3.小妙方→泡醋8分鐘再清洗一
次。
4.陰晾乾，不能直接強烈曝曬。
5.乾後拍打羽絨衣。
▼

▼

▼

接著Polo與大家分享一些服
裝上小知識：關於版型常見吊卡
買衣服，先看"版型"，每個時
代都有流行的版型，近年來以
polo為例：從早期的寬鬆版到現
在的韓版修身。

▼

▼

關於吸濕排汗布料常見吊卡
穿著舒適的關鍵─吸濕排汗布
料：吸濕排汗布料可以短時間內
把你身上留的汗水蒸發，讓身體
乾爽不黏膩！吸排布料就像海棉
一樣，從身體表面吸附的汗液→
迅速的排放到布表面→最後水份
在空氣中蒸發。
關於抗UV布料常見吊卡
紫外線的逆襲─抗UV布料，除
了深色比較能抵擋紫外線外，布
的編織方式與材質，也會影響防

點滴
何志修分享自行車騎乘活動
Sugar分享自行車花東四天
三夜騎乘活動，3月8-11日舉行
本年度自行車的外地騎乘，總共
有34人參加，一出發氣候變換高
潮迭起，第一天騎乘就碰到寒流
＋下雨，溫度從漸冷到漸熱到炎
熱，第一天騎車因下雨，沒有參
觀到美麗的風景，第二天騎車把
秀姑巒溪包下來，全台灣只有我

三月份月例賽：3月14日合
併地區舉辦高爾夫球賽，我們排
第一組10:00集合10:30開球，因
人數較多，有25位報名，希望社
友早點報到。一桿進洞有高級名
車、哈雷機車，獎品非常豐富。
晚上6:30在炎香閣餐廳用餐。

報告上週出席率
出席主委Faith報告上週出
席率68%，達到抽水產品門檻
，恭喜Art、Concord、Bob、
Packing幸運中獎。

糾察時間
上週Sugar做糾察報告，感
謝Bob、Concord歡喜一筆。
＊大屯社友Leo歡喜500元。

107年年3月8-11日

下週 例會

107年3月25日(星期日)【 3461地區第一屆年會 】 (台中市北屯區崇德路3段833號)
地 點 ： 好 運 來 -洲 際 宴 展 中 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