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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民國105年㈧㈪㈨㈰第
㆖週1136次例會，邀請張宏源
教授做「新傳播科技發展對㆟類
生活之影響」專題演講。
Alumi賴文瑞㈳長報告
，今㆝非常歡迎張宏源講師
伉儷、1-6分區助理總㈼劉易
鑫Design及1-6分區副㊙書長
黃淮文Stainless及美麗的夫㆟
、Kenchiku小扶輪林子皓參與例
會。
Alumi㈳長報告，因為8㈪
23㈰是總㈼公訪的㈰子，㈵別邀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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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題：歐洲新旅行 - 大河之旅 主講㆟：曹淑鈴 Crystal ㈳友
例會後-召開STAR會議 主講人：Concept CP 講題：「扶輪變與不變」

請1-6分區助理總
㈼Design及副㊙
書長Stainless參與
例會及等㆒㆘理
事會時指導我們
總㈼公訪行前應
㊟意的事情，希
望各位㈳友8㈪23
㈰踴躍出席，㈤
大主委也請提早
到場準備。

Patrick廖俊榮㊙書報告，㆘
週㆓8㈪16㈰邀請曹淑鈴 Crystal
㈳友(台北南雅扶輪㈳2016-17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年度聯誼主委)演講「歐洲新
旅行-大河之旅」，曹淑鈴總經
理目前是大腳旅行㈳總經理，
相信演講㆒定相當精彩。另外
也安排Kenchiku小扶輪林子皓
作RYE派遣㈻生出國行前報告，
林子皓將派遣前往美國D6250威
斯康辛州。
Patrick㊙書報告，例會結束
後召開STAR會議，由Concept
CP主講：「扶輪變與不變」，歡
迎㈳友踴躍參加。

㈳館：403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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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次例會

主講㆟：張宏源教授

新傳播科技發展對㆟類生活之影響

▲張宏源教授演講：新傳播科技發展對人類生活之影響

民國105年㈧㈪㈨㈰第
㆖週1136次例會，邀請張宏源
教授做「新傳播科技發展對㆟類
生活之影響」專題演講。
Rudy介紹講師說到與張
宏源教授相識很久了，張教授
與Concept CP也熟識，張教授

曾任台㆗市政府顧問、智冠集團
㈼察㆟、台灣鍍鋅股份㈲限公司
副總經理、永源科技股份㈲限公
司總經理、世新大㈻台灣立報㈳
總經理、世新大㈻董事會㈼察㆟
、TPK宸鴻科技獨立董事、明
道㆗㈻文教基㈮會董事、美國紐
約Interplex Industries Ice助理㈶
務長、會計經理、㆖威集團總經
理㈵別助理兼㈶務經理…，今㆝
請他簡單介紹Apple的㆒些個案
，相信精彩可期。
張宏源教授說，我之前是
南屯扶輪㈳㈳友，後來帶著全家
㆟去紐約，不得已才離開扶輪圈
。㈥㈪份在台㆗在㆒次聚會到碰

到Rudy，因熟識南門㈳的㆒些老
朋友，故毛遂㉂薦來㈳裡演講。
我們先來談談㆒個小問題〜
世界，各位都是㈽業㆗的菁英，
不管你從事什麼行業，你的世界
觀，像是今㆝㈲幾件事情是我們
不知道的？舉例問㆒㆘美國目前
最熱衷是什麼？目前最熱衷是總
統的選舉；今㆝最重要的新聞是
什麼？是奧運？當然不是，是「
Pokemon」抓寶遊戲，抓寶遊戲
是這兩㆔㆝才開放可以玩的，你
知道要玩Pokemon是隨時可以玩
，但是要進㆒步的話，要就買道
具，而道具是要㉂費的，簡單的
㆒個概念，給各位猜猜看，這個
㈪光是授權總共營收62億台幣，
62億再乘以12個㈪，約㈦㈧百萬
元，恐不恐怖？光是㆒個㆘載軟
體，㆒個APP遊戲而已，就可創
造出這麼可觀的獲利。
所以是誰「改變了世界」
？在你心目㆗這㈩年㆓㈩年你認
為是誰改變了世界？世界是誰擁
㈲，就是我們在座各位，我們都
是消費者，誰改變世界？答案是
數位科技，那又是誰改變數位科
技？這過去的㆔㈩年，從電腦到
iPod到iPhone到iPad到目前最新
的Apple Watch……。
我們先從㈾訊溝通技術發展
與數位匯流趨勢說起：
．新傳播科技出現（數位電
視、寬頻網路、劃新與傳佈理論
、使用與滿足理論）
→改變㈾訊傳送模式（口語
傳播、㆟際傳播、大眾傳播、網

路全球傳播）→改變消
費者接受㈾訊模式(被動
、主動、互動，固定、行
動)
→造成消費者購買行
為轉變（各種傳播理論：
議題設定理論、涵化理論
、知溝理論、沉默螺旋理
論、置入性行銷）
→形成新型態商業模
式(實體變虛擬，藍海年㈹、長尾
理論)
㉃於商業模式，由實體變成
虛擬，簡單的說，像是大陸的阿
里巴巴，台灣的多家網路與行動
數位網物購物平台等等消費模式
的改變。
接㆘來我們來探討蘋果公司
如何開創新產品、創新營運模式
，乃列舉出㆘列議題：
㆒、蘋果公司在新產品設計
與開發㆖，策略與價值為何？
創新對於高附加值產品的生
產具㈲關鍵性的作用，蘋果公司
的發展伴隨著技術創新、到工藝
設計創新、再到產品組合創新的
完整過程。
㆓、蘋果公司在影響內容開
發與APP軟體應用的建構模式為
何？
軟體開發即是根據需求而建
構出符合使用者理想的軟體系統
。軟體開發業者㆒旦決定投入某
㊠軟體研發時，所耗費的㈾㈮、
㆟力與時間對開發者來說都是莫
大的投㈾風險。
㆔、蘋果公司與各㆞區電訊
傳輸平台的商業合作模式為何？

㆕、蘋果公司在委外㈹工生產
製造供應鏈的模式與規範為何？
在㈹工界，「蘋果組裝工廠」
毫無疑問是㆒種象徵著實力和品質
的榮譽。由於蘋果在選擇組裝工廠
的時候會設立高規格的「蘋果供應
商行為準則」，從品質、㈸動權益
、環境、健康與安全等多500多個
評分點進行評分，能達到蘋果要求
的供應商可謂鳳毛麟角。目前蘋果
在全球共㈲18家組裝工廠，其㆗16
家為台㈾工廠，包括富士康、廣達
、和碩。
㈤、蘋果公司的品牌行銷策略
為何？
㈥、蘋果公司在如何洞察消費
者需求？
㈦、如何評估蘋果公司㈶務表
現與品牌價值？
㈧、蘋果公司如何透過專利與
智慧㈶產權獲利即達成規模經濟？
知識經濟時㈹，智慧㈶產權等
無形㈾產的取得、維護及管理運用
，已經成為產業面對國際競爭時致
勝利器，在科技產業㆗，專利訴訟
已經普遍成為㆒種商業競爭手段。
隨著各公司研發、生產、委製、組
裝及行銷等產業鏈遍佈歐、美及亞

洲，競爭對手已經由國內廠商轉
為國際廠商，為禁止競爭對手產
品進入市場侵蝕利益，在主要市
場布設專利㆞雷已成必然。
張教授以圖示簡述蘋果公司
產業價值鏈及產品設計開發創新
與演進。
分析數位匯流傳播產業價值
鏈轉變，發現從1980年㉃今，在
㆔㈩年當㆗，台灣的傳播媒體經
歷了㆕個階段的轉變：
第㆒階段為1980-1990年：
當時PC產業剛興起，電信與網路
傳播平台始萌芽，傳統傳播媒體
仍然掌握產業價值鏈㊝勢，在此
階段「內容為王」，㈲限的頻道
與平台㆗，內容幾乎由傳統媒體
掌握。
第㆓階段為1990-2000年：
㈲線電視蓬勃發展，頻道大幅增
加，內容產製未能滿足多平台、
多頻道的需求，普遍在各蘋道都
充滿了重播及填充時段的節目。
第㆔階段2000-2010年：無
線、㈲線電視數位化，頻道數更
多，加㆖電信因網路與網路電視
興起，無線傳輸技術的大幅突破
，使得多平台出現，新終端設備

已可提供行動影音服務，內容產
型來源越來越多元，個㆟與大型
媒體組織都可以透過不同平台、
頻道來提供內容。
第㆕階段為2010-未來：行
動載具、雲端技術服務、電子交
易服務、物聯網等。
張教授分析蘋果公司面臨產
品創新及公司未來經營問題：
1.蘋果公司如何增加研發加
強軟體設計開發能力。
2.在委外生產加工如何繼續
強化控管供應鏈。
3.面臨Google、Amazon、
華為、騰訊、阿里巴巴等公司競
爭如何因應。
4.針對新興市場如㊞度、㆗
南美洲等市場，將如何開拓。
5.新產品Apple Watch㆖市
是否得到消費者喜好，如Apple
Pay付款機制以及連結物聯網功
能是否完備。
6.後價伯斯時㈹，庫克CEO
所領導團隊對蘋果組織文化及競
爭力之改變。

看完蘋果公司，我們會發現蘋
果公司創新成果㈻在㈻術與實用價
值部份：
1.「品牌導向垂直整合模式」
：蘋果ｉ系列產業㈲滿足消費者需
求的核心能耐，以此為驅動力，跟
其他產品供應廠商，通信平台策略
聯盟及扮演影音內容集合者，在談
判時㈲較強的㊝勢，因此可達成某
種程度的垂直整合效果，讓公司在
㈾源整合㆖發揮到極限。
2.「多面向創新價值模式」：
根據蘋果公司實證研究㈾料顯示，
在㈧個主要營運構面，都提供創新
，並將產業價值鏈延伸到消費者端
，因此，為公司整體營運創造多面
向價值。

點滴

38㆟，出席率62%。

糾察時間
㈹理糾察Poster報告，感
謝1-6分區助理總㈼Design歡喜
1000元、副㊙書長Stainless歡喜
1000元。
Poster主持歡喜時間， 感 謝
Alumil㈳長、Rudy㈳友、Denture
㈳友、Spindle㈳友分享並歡喜㆒
筆。

出席率報告
㈹理出席主委Faith報告㆖週
出席率，㈳友總㆟數64位，請假
10位，免計出席2位，出席㆟數

理 事 會 暨 總 ㈼ 公 式 訪 問 行 前 會 議
邀請1-6分區助理總㈼Design蒞臨指導

㆘週 例會

105年8㈪23㈰(星期㆓)

【總㈼公式訪問暨歡迎新㈳友宣誓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