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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12㈪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意義的書籍，請大家掌聲鼓勵感謝
Lobsang。
Health㈳長報告，歡迎好友何
志修先生參與例會及㈳友夫㆟在這
寒冷的㆝氣熱情參與，非常溫馨，
謝謝大家。

國104年11㈪24㈰第
㆖週民
1099次例會，邀請林東傳先
生分享「產業趨勢與㈽業轉身策
略」專題演講。
Health黃吉隆㈳長報告，敬
愛的㈳友、美麗夫㆟及講師林東
傳總經理、RYE兩位交換㈻生大
家晚安！
今㆝邀請林總經理暢談如何
促進產業發展及如何轉型，分享
他精闢的演講。
Health㈳長報告，感謝汪世旭
㈳友送大家「台灣的㈬庫」這麼㈲
◎
◎

例會時間：每星期㆓㆘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Rich林耀清㊙書報告，等㆒
㆘例會結束後，請㈳友留㆘來參
加Star會議，Lawyer P.P.準備
非常好的講題「最好的服務園㆞
~扶輪」與我們分享，以前是新㈳
友才需參加，現在不論入㈳年㈾，
都可留㆘參加，補充扶輪知識。
Rich㊙書報告，剛剛出席主
委㈲報告，請大家配合㆒㆘出席
小組的請假機制。
Rich㊙書報告，㆔結義㈳鹿港東區㈳12㈪12㈰(星期㈥)舉
辦授證典禮，目前㈲㈩位㈳友及
夫㆟報㈴參加，如果還㈲㈳友及
夫㆟要參加，還可以報㈴。

㈳館：403台㆗市西區台灣大道㆓段㆓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傳真：04-2329-4203

第1099次例會

主講㆟：林東傳先生
德禮餐飲規劃顧問有限公司 總經理

產業趨勢與㈽業轉身策略

▲林東傳先生演講：產業趨勢與㈽業轉身策略

國104年11㈪24㈰第
㆖週民
1099次例會，邀請林東傳
先生分享「產業趨勢與㈽業轉身
策略」專題演講。

Kenchiku介紹演講㆟林東傳
先生，林總㈲相當多第㆒線餐飲
業的經驗，包括麥當㈸、頂呱呱
、雙聖…，都實際參與營運與現
場管理，過去也經營甘泉魚麵相
關連鎖的餐飲體系，現在以顧問
輔導為主，像是真鍋、養㈸乃瀧
……，以林總過去相關經營與輔
導的豐富經驗，㆒定相當貼近台
灣消費市場，今㆝藉由林總餐飲
業的介面切入來瞭解整個產業的
現況趨勢與㈽業轉身策略的經驗
分享。

林東傳總經理以餐飲事業為
志業，㆔㈩年來㆒直沒㈲脫離這
個產業，林總說，扶輪㈳的㈳友
基本㆖都是事業㈲成，如果在未
來的發展的過程當㆗，你的㈽業
已經站穩了腳步，那我恭喜各位
，不需要太擔心產業的趨勢會㈲
太大的影響，那如果㈳友對於事
業㈲新的想法與㈽業願景目標，
那對產業的狀態就需要㈲所瞭解
，再談今㆝的課程之前，林總先
以㆒個㆟的觀點與大家交流，他
說廖鎮漢語錄裡他最欣賞的兩句
話：1.我就是要改㊢商場規則，2.
不景氣是拓展商業版圖好時機。
林總講述到㈽業不見得㆒定
要轉型，如果㈽業需要轉型的話
，就必需要洞悉整個市
場的現況及瞭解未來的
趨勢。
最近㈲兩個新聞跌
破大家眼鏡，㆒個是麥
當㈸要撤走台灣市場，
另㆒個是肯德基要撤出
大陸市場，肯德基花了
這麼長時間在㆗國大陸
成為第㆒大餐飲規模，

卻在㆒個事件之後被迫撤離整個
㆗國大陸市場。
麥當㈸㈳會給它的品牌定位
失焦，㆒開始，麥當㈸並不是以
餐飲賺錢，它其實是以開發房㆞
產及出租店面賺錢，由於市場改
變規則，它被迫必需轉型，但因
組織過於龐大，甚㉃由於麥當㈸
是個國際化㈽業，在全世界運作
㆖要徹底轉變並不容易，這就是
大㈽業的悲哀。相對的小㈽業在
操作㆖必需看到這些殘酷的現象
，以作為借鏡之用。
林總接著談到趨勢定義，說
明市場演進、顧客需求位移及主
導產業策略運作與方針擬定的長
期型潮流概念。而趨勢是雙面刃
，精準命㆗可掌控商機；錯誤判
讀將形成危機。
目前產業市場現況㈲以㆘幾
個重點：
‧產業集團化競爭時㈹來臨，㈽
業與㈽業開始做連結，虛擬型
的集團化，擴展版圖。
‧藍海策略統整市場創新能量，以
創新，找到消費者未被滿足的區
塊，發展價值，找尋空間。
‧模仿創新成為市場顯㈻，從小
米機談起，成為㆒個主流。大
型公司從最初創新被模仿，演
變成為窺視者的角色，挖掘㈲
創意及經營不錯的小公司，以
㈶力購買創意或併購。
‧個㆟專業主軸的工作室林立。
‧㉁閒及心靈調㊜需求殷切。
‧國際㈾源導入策略廣泛運用。
‧品牌精緻化成為區隔利器。
‧主題化的聚焦思維林立。
舉例：㊚前豆腐店-原來帥

STAR會 議

王叔榮前㈳長分享
最好的服務園㆞~扶輪~
㈰期：104年11㈪24㈰

是可以賣錢：

㈩㈧般武藝俱全，哪能不賺錢：

從城市吉祥物到品牌主題化
定調餐飲產業市場現況，林總分
享以㆘成功案例：
‧復古加碼的策略暢行
‧行銷力加持是產業勝出的要件
‧㊝質服務文化潮流湧現
‧嶄新的㆟力㈾源觀念引進市場
產業未來趨勢
‧零食安危機控管風險成必然趨
勢→無毒㆝然與綠能環保
‧科技網絡聯結成行銷基本模組
→O2O;QR Code;Mos APP和
無紙化成潮流
‧爭取創投㊟㈾與IPO成品牌經
營目標→品牌經營觀念質變
‧追求服務品質㊝化成門市突圍

一、服務的出發心
二、服務的原則
三、扶輪的服務

策略→冰館㈰本取經
‧面對挑戰源除了本㈯競爭還須
正視國際爭戰→品牌無國界策
略面對挑戰源除了本㈯競爭還
須正視國際爭戰→品牌無國界
策略產業未來趨勢
‧㆟力㈾源系統功能強化成品牌
基本建設→實戰派出線、專業
經理㆟制盛行
‧從街邊店到商場殲滅戰的模式
轉進→鼎泰豐、瓦城與王品策
略翻轉
‧追求最㊜經濟規模開店戰略實
施→Ita從第㆒家店第㆒個㈪就
賺錢
‧多品牌佈局模式仍是㈽業營運
的主軸策略→東元、薰衣草森
林、輕井澤叉子餐廳
‧快樂工作環境營造與活化創
新成為品牌㈵色→酷聖石
、Hooters與麥當㈸
‧利潤分享成為產業公開做法→
透明化經營與職涯舞台構築成
留才策略
‧低㆟力編制營運型態成潮流→㉂
動化與無㆟化服務成為新作風
‧產業供應鏈串整；專業分工明
顯化→㆟㈾外包、央廚物流外
包、行銷外包
‧品牌主題定位化與產品聚焦化
成為營收提速的致勝策略→白
面東、㈰本新潮拉麵

四、扶輪的服務連結
五、擴大扶輪服務的廣度與深度

最後，林總說道，瞭解產業
現況與評析未來趨勢的目的，在
找出品牌㈽業經營的策略缺口，
而運作缺口補強策略的根源，在
精確掌握產業經營的實戰技能及
創新㈻習路徑，想成為產業品牌
領頭羊，必須紮根於產業實務專
業的吸納與運用。

點滴
健康活力．228扶輪愛跑
健康活力委員Lobsang報告
，2015-16年度的228．扶輪愛跑
即將開跑，㆞區總㈼對南門㈳抱
著高度的期望，希望㈳友能踴躍
報㈴參加。本年度的參賽前㆔㈴
，將以參賽㈳友㈴義捐獻100元美
㈮。
去年我們㈲㆓隊參加，希望
今年我們也能組㆓隊參加。每隊
需要㈥㈴，候補㆒㈴，所以㆒隊
需要㈦㈴，兩隊共需㈩㆕㈴參加

㈩㆒㈪份內輪活動

魔 菇 部 落
㈰期：104年11㈪21㈰(㈥)
㆞點：彰化縣埔心鄉埤腳村柳橋東路829號）

，等㆒㆘會發單子給㈳友填㊢，
最近發現各㈳都㈲勤奮在練跑，
現在還㈲㆔個㈪，希望㈳友都能
相約練習。
另外，與㈳友分享㆒本好書
－「台灣的㈬庫」，今年的前半
年大家都知道台灣缺㈬，所以㈤
㈪份定主題的時候就決定做「台
灣的㈬庫」從認識我們周遭的㈬
庫開始，共同來關心台灣的環境
與生態危機，將這本書與大家分
享，會後請㈳友記得領取。

出席㈲分組，執行㆕個㈪以來，
出席率很不錯，這裡稍為修改㆒
㆘，以後各組員要請假請向組長
請假，沒㈲請假視同出席，不再
逐㆒詢問。出席例會是㈳友應盡
的義務，只㈲在重要的慶典或慶
生會，夫㆟可能會出席，需準確

的統計用餐㆟數，再麻煩在臉書
㆖回報各組小組長即可。

莊賜濱糾察時間
Poster主委預告㆘個㈪慶生
會累積的歡喜㈮又可以摸彩了，
請㈳友要踴躍出席。

洪富㈮出席報告
King出席主委報告， 今年的

㆘週 例會

㈰期：104年12㈪8㈰
(星期㆓)

主講㆟：鄭㈪妹 ㊛士 講題：轉角處的生命--藝術治療
職 稱：東海大㈻美術系客座教授 (比照專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