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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8年二月廿六日第
1269次例會，邀請張長寬

Vino社友做「職業分享」。
Pack 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強棒講師張長寬
Vino社友作職業分享及超級粉
絲團與會聆聽。

Pack ing社長報告，恭喜
Doctor當選南門第27屆的社長。

Packing社長報告，Home
侍母至孝，晚上都會在家陪媽
媽吃飯、走路運動，真是不簡
單，哀思會當天感謝很多社友
及夫人前往致哀，場面非常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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馨及莊嚴，我再次代表南門社
所有社友及夫人向Home致意。

Poster莊賜濱秘書報告，3月
5日舉行南門3月份慶生會暨結
婚週年活動，歡迎社友及夫人
踴躍出席。

Poster秘書報告，3月11日
(一)3461地區總盃高爾夫球賽(
午場11:30，地點：台中國際球
場。

Poster秘書報告，3月19日(
二)例會休會(因更至3/17地區年

成為勵志領導者

【3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會-中興大學)。
Poster秘書報告，等一下例

會結束後召開理事會，歡迎社友
參加可以補出席一次。



上週民國108年二月廿六日第
1269次例會，邀請張長寬

Vino社友做「職業分享」。
Bond介紹介紹今日講師張

長寬Vino社友，Vino是做化學
的，自己創業非常不容易，代理
很多國外有品牌的化學品，跨足
各個行業，包括輪胎、Nike…等
，跟橡膠有關係的產品，自己又
開了一個工廠，Vino不只球打得
好，也喜歡收藏紅酒及品酒，今
天不談酒，請他分享他的本業。

張長寬Vino社友介紹他公司
的沿革及產品應用的方向。新慶

▲張長寬 Vino 社友職業分享

化學最早起源與陳先生（公司前
經理目前已退休）一起創立的，
他也是我這輩子最好的朋友，剛
開始我是一個
人開一個很小
的公司，後來
看到很多機會
，就跟陳經理
兩個人，想說
趁年輕拚一下
。但，這也不
是我當初想創
業的動機，當
初創業的動機

第1269次例會 主講人：張長寬 社友

職 業 分 享

，是不想要看到老闆對待員工的
方式，簡單說就是「有功無賞，
打破要賠」。

早期要創業不難，只要你肯
努力，機會很多；我當初想，如
果創業能成功，公司的員工我都
會好好的對待，我們沒有外來的
股東，只要你在公司表現良好，
就能成為公司的一份子，這是我
當初創業最重要的動機；但當老
闆的都知道，如果公司員工一直
沒有流動，其實對公司也是一個
很沈重的包袱。

新慶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於民國75年(西元1986年)，生
活中各領域高分子材料，化學原
料等進出口業務專業國際貿易
公司及材料生產，主要代理德
國,美國,日本等世界知名廠商，
Lanxess(Bayer)、Arlanxeo，廣
至各行各業，深至產業創新技術
及其核心。

公司擁有33年的業務經驗，
230年的管理經驗（第一代老前
輩＋第二代的核心＋第三代的核
心），擁有1400種產品，超過
1,800個客戶，去年產品產銷達
58,000噸。

工廠擁有三十幾家供應廠。
營業據點：上海、東莞、越南、
馬來西亞、台北及台中。

新慶供應產品深至各個領域
，隨時隨地都可看到我們提供的
材料用於終端產品，例如：輪胎
、Nike球場、蛙鞋、手術衣、手
術手套、運動手環、高爾夫球…
等。

Vino介紹塑膠及橡膠主要材
料，橡膠的原料根據要求的”性



能”選擇相對應”功能原料”，
在輪胎裡或飛機裡面、賽車裡面
，甚至於鞋業甚至小孩的奶嘴，
舉凡食、衣、住、行、育、樂，
幾乎沒有不需要用到橡膠、塑膠
的原料，所以它是一個很不環保
的上游產業，但是下游跟它密不
可分，這也是有待未來年輕人去
改變。

在橡膠應用方面，談到輪胎
，Vino社友笑問社友全世界製
造輪胎最多是一個公司？答對者

▲

日　期：1月26日(六)下午2:30-4:30

▲
活　動：『精緻瓷畫欣賞 (釉上彩瓷畫介紹)

                     暨年節花卉領取』
▲

主講人：林淑蓮 Sally Lin

                   (美國WOCP認證瓷畫教師)。

▲

地　點：長安建設2樓。

內輪會活動

108 年 元 月

可以到他府上喝酒一星期，機會
相當難得，社友都搶著答題，最
後沒有人答對，因為答案讓人出
乎意料，正解是「樂高公司」。

1868年因為硫化橡膠，才有
輪胎問世。礙於時間，Vino快
速的告訴我們車胎記號怎麼看？

扁平比－越低：胎測越薄，
操控佳，但油耗增加，易損輪
框。

越高：乘坐舒適，省油。
卡車：SUV扁平比都比較高

，因為要應付凹凸不平的路面，
以「乘坐舒適」。

一級方程式賽車車胎，多以
高性能車胎做配備以「高操作性
能及止滑」為考量。

製造日期代號：4 8 1 2＝



下週 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8年1月22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吳為楨
出席：陳俊清、莊賜濱、陳慶榮、林耀清、邱啟成、張東霖、洪仲明、劉正忠
　　　陳國輝、吳騰彥、何志修、林啟聖
列席：廖德炯、江輝雄、張廖萬煌、陳向榮、林振楨、陳重光、張光瑤、
　　　朱福民、謝慶祥、黃吉隆、林永成、周鴻仁、、湯富淳、吳騰彥、
　　　陳慶璋、廖俊榮、張建國、劉銖淇、賴文瑞、馮賀欽
議題：

一、十二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Peter報告。
決議：通過 12月份財報。

二、5月14日(二)職業表揚(附件2)

說明：請 職業主委 Star報告。
決議：請秘書處發文通知開放報名。

三、5月24日(五)新店碧潭社授證、5月24日(五)台北南門扶輪社授證。

說明：請 秘書Poster與聯誼主委 Sugar報告。
決議：請秘書處製作報名表開放社友報名，統計名單後再另行安排參加事宜。

四、例會變更修正如下！

    　原6月4日(二)休會更改為6月4日(二)慶生會

    　原6月11日(二)慶生會改為專題演講。

說明：請 社長 Packing報告。
決議：例會時間變更如下：
      6月4日(二)慶生會。
      6月11日(二)專題演講。

五、臨時動議。

108年元月份理事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8~2019年度

108年3月12日(二)    

2012年的第48個禮拜製造的。

不論是橡膠配方選擇、胎面
花紋設計、外觀設計等，輪胎生
產及製造是一門需要鑽研的特殊
技術及領域，全球經濟與市場瞬
息萬變，從人車→馬車→汽車→
電動車

唯一不變的一點，就是對輪
胎的需求。

林耀清報告鴛鴦盃
鴛鴦盃主委Rich報告第四屆

鴛鴦盃在2月28日舉行，地點：
南峰球場，10:50報到（先拍照
），11:30開球，目前有夫妻檔
14組、2組野鴛鴦，報名參加都
有參加獎，比賽獎品相當豐富。
晚上高爾夫球隊長請高爾夫球隊
全體隊員吃飯（喝春酒），歡迎
高球隊員踴躍報名，地點：花旗
餐廳。

張國輝節目主委報告
E-Style主委報告，感謝新

春女賓夕所有社友及夫人的參與
，博奕時間有社友反應時間太短
玩得不盡興，下次會檢討。因
是南門慈善博奕賽，所以收入
8,100元，我補齊到10,000元整
，將此慈善博奕彩金捐助予弱勢
團體，再次謝謝大家的參與。

點滴

報告上週出席率
Kingne t報告上週出席率

是74%，抽出四名出席獎，恭
喜Copper、Power、Health、
Poster獲得玉溪米一包。

糾察報告
T o n y主持糾察時間，有

Denture夫人、Melon、Rich、
Bond等社友分享，並做歡喜紅
箱的投入。

向上福利基金會 郭慈安 老師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