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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們輔導的子社-台中馬拉

松扶輪社慈善公益、創社授證
慶典，日期：106年12月9日(星
期六)上午9:00報到聯誼，地點
：法鼓山寶雲別苑(西屯區西平
南巷6號之6-台灣大道轉進福林
路底)

三結義社-鹿港東區授證慶
典，日期：106年12月12日(二
)，時間：下午5:30註冊聯誼，
地點：二鹿京華喜宴會館(福興
鄉彰鹿路六段728號)，當天適
逢本社例會，所以由Concord 
PP率領社友Poster、King、 
Packing、Faith前往參加。

上週民國106年十一月廿一
日第1203次，邀請薰衣草

森林執行長 王村煌先生演講：
「來自北國」。

Ca t i a陳俊清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王村煌執行長
、王信介先生、中央社社友
Sophia、馬拉松社社長Lobsang
、馬拉松社友Angel、Lung 
yen、Runner、RYE交換學生
廖文琪、陳美佳。

感謝11月11日參加馬拉松
比賽的社友，大家辛苦了。

上週11月14日南門授證慶
典，感謝各位社友及夫人的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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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躍參加及演出的社友及夫人，
來參加的友社反應都非常好，覺
得節目非常用心，謝謝大家。

上週11月15日台中家商扶
輪之子活動，感謝參加的社友
及夫人。

11月17日Art隊長帶領登山
隊到草嶺古道健走，感謝Art隊
長安排輕鬆兩天一夜行程。

11月24日高爾夫球的泰國
國外賽，有28位社友及夫人參
加，祝大家平安順利，打的愉
快。

12月9日台中馬拉松社創社
授證，創社長Lobsang盛情前來
邀約，請社友踴躍報名參加。

11月28日的講師邀請我公
司資深經理張廣田，演講目前
最夯的VR，什麼是VR？我們
會準備一些設備讓社友體驗，
有興趣的社友可以提早到蒞會
現場體驗一下。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11
月28日例會邀請展大國際資深
經理 張廣田經理，演講：『虛

ROTARY: 
MAKING A DIFFERENCE

扶輪改善世界

專題演講：『虛擬實境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從一部1999年的好萊塢科幻電影《駭客任務》回想起 …』
主  講  人：張廣田 先生  (展大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經理)  



上週民國106年十一月廿一日
第1203次，邀請薰衣草森

林執行長 王村煌先生演講：「
來自北國」。

E-Style介紹講師王村煌執
行長，在知識爆炸的時代，什麼
都講求速度，卻有一個人反其道
而行，談「慢」的生活，特別是
2016年的經濟論談，王村煌執行
長談論如何讓產業走出一種觀光
品牌的大道，薰衣草森林是從兩
個小女生她們有夢，透過執行長
完成了大家所熟悉的薰草森林，
薰衣草森林的初衷懷抱對大地與
人們的善意，而漸漸生長出旗下
七個品牌桐花村，「薰衣草森林
」、「桐花村」、「緩.慢」、「

心之芳庭」、「青年旅館」、「
好好」、「緩慢文旅」。

王村煌執行長說，人來到這
世界上，本來就不打算活著回去
，所以人生就是一段旅程，我們
都在追尋一個更好的自己，這一
部份很大的養分其實是從旅行而
來。 

薰衣草森林的初衷懷抱對大
地與人們的善意，而漸漸生長出
旗下七個品牌，每個品牌就像樹
，各自成長後進而形成一片森林
，這個森林平台裡面有各個不一
樣的生態，希望以「共生」與「
共好」的方式呈現。

薰衣草森林認為所有企業必
須出自善意，才能永續經營，所

▲王村煌執行長演講「來自北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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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北國

王村煌 先生
（薰衣草森林 執行長）

以終極企業目標是出自於善意，
回饋這片土地，旗下所有品牌都
有各自專注的領域與善意持續經
營與邁進。

王執行長說他的行業跟旅遊
有關，特別分享他所瞭解的北海
道，從北海道到台灣所學到的一
些東西，北海邊與台灣偕位於邊
陲地帶，北海道的面積是日本國
土的五分之一，是台灣的2.3倍
大，人口有551萬，排名日本第
八，可是GDP卻是日本排第六，
究其原因為何？

其實北海邊與台灣有極為相
似的開拓背景，台灣：清政府恐
法軍侵台後，威脅到中國南方國
防。開拓年代為西元1884年，清
政府派駐劉銘傳，師法對象，台
灣的文化都是向日本學習。

北海道：俄羅斯對北海道有
著強烈的興趣，致使明治政府決
定把北海道變為日本國土的一個
部分。開拓年代為西元1896年，
明治政府設開拓使，向歐美學習
，日本國傾向喜歡歐美方面的設
計，庭園呈現也多為歐式庭院。

王執行長介紹集合北海道代
表性的七個美麗庭園，連結旭川
～富良野～十勝全長約200公里
的美麗街道。

王執行也分享幾個從困境走
出的實業經營的案例，例如：美
瑛選果，以「Show Room」概
念延伸出來的美瑛選果，從外觀



建築設計就顯得相當特別。
由美瑛町農業協同組合所營

運的美瑛選果，是一個展示「美
味的美瑛」的空間。

取材美瑛大地的米其林一星
餐廳ASPERGES。

另一個案例-千年之森，留
給1000年後人們的禮物。一家報
社，用造林回報地球「培育此森
林，留給千年後人類，一片廣闊
的大自然遺產」的心意，是十勝
每日新聞社為了彌補報社用樹製
紙過多，對地球溫室效應造成影
響，25年前買下這塊土地開始種
樹，進行碳補償。

最初只想植樹造林，但十勝
只有這裡有山、有坡和溪流穿過
，野花遍開，而且地底都是麥飯
石，所以加入具有北海道特色與
環境共生的庭園設計，2008年開

幕的「千年之森」，示範了一個
結合生態、庭園、農業與藝術。

談到從品牌到善意，王執行
長從日本北海道名產白色戀人和
六花亭二個案例談起，產品要如
何感動消費者，不一定是產品本
身，而是一種味道、一個故事。

六花亭創業於1933年，前身
為日本第一間白巧克力創始店「
千秋庵」，在日本帶動了轟動一
時的白巧克力熱潮。1977年正式
改名為「六花亭」，取名源自於
雪國北海道的雪花結晶，就像是
六角形的花朵。 

「點心是來自大地的恩澤」
是六花亭的企業理念，嚴選當地
十勝平原產出的高品質小麥、豆
類、糖用甜菜等材料，堅持沒
有高品質的食材，就做不出美味

的點心。由北海道畫家坂本直行
所設計的包裝理念，認為「即使
是不知名的野草野花，只要用心
觀察也能描繪出動人的插畫」。 
樸實的設計風格，讓商品充滿了
在地的人情味。

六花亭知名度遠遠不及白色
戀人，卻說了一個在地化好故事
，擁抱自己土地、在地耕耘、在
地回饋和在地文化，結果年營收
卻遠遠勝過白色戀人。原來它不
斷回饋當地，甚至長達50年贊助
當地畫家坂本直行，持續出刊兒
童詩雜誌，讓孩子有發揮空間，
並興建美術館，長期支持在地文
化、保護環境，也讓營業額蒸蒸
日上，這一切都來自於善意的原
點。

王執行長表示，只有真正體
會風土人情的美好、真正被旅行
感動過的人，才能感動別人的旅
程。自己在世界旅遊都曾住過相
當偏僻的旅館，多數人認為誰會
想住在與世隔絕之處，但就是這

日期：2017.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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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孤寂感，正好就能吸引某些族
群。若能發揮自己獨有特色，世
界有70億人口，只要掌握不到
百分之一的遊客，生意就接不完
了。

最後，王執行長說，不是每
個人旅行都追求便利，缺點某個
程度就是優點，轉換缺點去定位
自己，一定能發現自己土地美好
之處，跟隨主流價值永遠只是從
眾，失去自己價值，被人瞧不起
，找出專屬特點，發揮獨有文化
和特色，才能展現自己魅力。

高爾夫球總幹事洪富金報告
King報告後天星期四一早高

爾夫球隊將遠征泰國，行程分好
幾段，有打五場、四場、三場，
有玩一天的，請社友隨時跟我保
持聯絡，旅行社已全數安排好接
泊行程，不同導遊跟領隊已分組
好了，希望參加的社友抱著輕鬆
愉快的心情，好好去泰國打球。

張廖萬煌報告跑馬成績
3461地區扶輪馬拉松扶輪盃

已於11月11日完賽，以往南門社
跑馬成績從第三名、第七名、第

十七，到這次第廿六名，本社最
迅男出爐，Rich跑最快，這次前
十名中的三社都是南門社輔導成
立的子社，惠來社、南光社、馬
拉松社，讓我們與有榮焉。

馬拉松社創社授證邀請

由本社輔導創社的台中馬
拉松扶輪社即將於創社授證，
Lobsang社長帶領社友特別前來
邀請大家參加慈善公益．創社授
證音樂饗宴，時間：106年12月
9日上午9點，地點：寶雲別苑（
台中市西屯區西平南巷6號之6）
邀摯邀請各位社友踴躍參加。

感謝Lobsang社長贈送大家
台灣文化森情系列叢書-台灣好

點滴

 國際扶輪3461地區扶輪盃〈慈善公益〉馬拉松接力賽

厝味，真是精緻好禮，Lobsang
社長還承諾說，每年一直到100
年，社友們將會收到這份精緻好
書。

上週出席率報告
上週出席率68%，差一點達

70%門檻，出席主委Faith為繼
續鼓勵出席社友，照常舉行摸
彩活動，恭喜King、E-Style、
Bistro、Kneader社友獲得草蝦
一盒。

何志修糾察時間
Sugar糾察報告友社社友：

中央社社友Sophia、馬拉松社社
長Lobsang、社友Angel、Lung 
yen、Runner歡喜一筆。

日期：民國106年11月11日   

      上午05:00-13:00。

地點：苗栗縣立體育場

　　　(苗栗市經國路4段79號)

  參加組別名單如下：

★南門A組(健跑組3公里)：

　CPA夫人、Catia、Bob、

　Packing、Star、Brains、

　Home

★南門第一組(接力組44.8

　公里)：Gary、Poster、

　Rich、King、Surgeon、　

　Kenchiku、Polo、Tony

　

下週 例會 106年12月5日 (星期二)                【12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