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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第 1289 次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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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凱先生（奧丁丁集團創辦人暨執行長）專題演講
例會後舉行STAR會議 主講人：CP Concep 講題：「故溫知新 談扶輪」

上

週 民 國 108 年 七 月 九 日 第
1188 次 例 會， 邀 請 葉 建 漢
(John)AeSA 亞太品牌商務加速器董
事長做『iDrip 與未來商務』專題演
講。
Rich林耀清社長歡迎葉建漢董
事長、葉董助理陳君瑜小姐及葉董
友人許家豪先生及各位社友及夫人
、Kenchiku小扶輪、Tony小扶輪、
Innovation小扶輪參與例會。
Rich社長報告，本屆所有的講
師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我們成立
八人小組，過濾再過濾，邀請各方
最好的講師，今天的講師是強棒中
的強棒，相信今天的演講一定能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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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收穫滿滿。
今天的餐點在兩個月前就與膳
食主委Faith及Vion討論過，長榮也
很有誠意沒有加收費用，每次例會
都會供應擔仔麵及豆花，請各位社
友能提早來例會享用。
下週二例會講師也很堅強，例
會後舉行STAR會議，主講人是CP
Concept，講題是「溫故知新談扶輪
」，簡單的說就是扶輪的新生訓練
，增加一些扶輪知識，不論新舊社
友，都歡迎例會結束後參加STAR
會議。
Doctor劉銖淇秘書報告，家庭
懇談會感謝Health
第一個報名舉辦
，還有Kingnet、
Archi、Ears也已先
預約時間，謝謝他
們的配合，請社友
陸續向我預訂家庭
懇談會的時間。
Doctor秘書報
告，7月16日(二)例
會邀請奧丁丁集團創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辦人暨執行長王俊凱先生專題演講
，請社友踴躍出席。
例會結束後請理事留步，召開
七月份理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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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8次例會

演講人：葉建漢 先生
（AeSA 亞太品牌商務加速器董事長）

iDrip 與未來商務

▲葉建漢先生演講：iDrip 與未來商務

上

週 民 國 108 年 七 月 九 日 第
1188 次 例 會， 邀 請 葉 建 漢
(John)AeSA 亞太品牌商務加速器董
事長做『iDrip 與未來商務』專題演
講。
Doctor介紹主講人葉建漢董
事長，葉董是位趨勢連續創業家，
也是國內知名的數位行銷家，創業
多次，比較知名的是時間軸科技公
司，是台灣最有價值的APP公司，
2013年，被遠傳電信用一億元收
購80%的股權，目前再度創業成立
iDrip 咖啡沖泡機，緣起JOHN喜
歡喝啡啡，咖啡經多很多次革命，
包括沖泡式，SB，最後一次是手沖

咖啡，他的想法是如何一早起來能
享用到世界冠軍的手沖咖啡？就這
麼簡單的一個觀念，結合AI、結合
物聯網、結合大數據，然後製造出
這一台手沖咖啡機。
最近的新聞就是與郭董的早餐
會，葉執行長準備利用台灣IOT領或
優勢，再次創新結合科技、文化、
工藝，帶領新團隊，目標是創造出
世界一流的科技生活體驗，成為世
界知名的高端科技精品品牌之一。
葉建漢董事長說，我是一個連
續創業家，在這個新時代資源很困頓
的情況下，我們怎樣讓創新來成長自
己，找到新機會。在這裡我與大家分
享我們的這個世代的新觀點。

我之前的一家公司被徐旭東（
遠東集團）收購，綜觀我二十年來
，我常思考我創業的心境到底是什
麼？其實我並不是為了擁有一個自
己的事業，我只是看到一個新的機
會，想要去解決它，大家說那個叫
創業，所以我在第一次創業時不理
解什麼募資的過程？賺錢的過程？
到最後把公司賣掉，只是一個我想
把一個價值完成，然後解決問題。
等到後來我認真步入社會再次創業
的時候，我發現不管是你在公司面
臨成長的困境，或是你在在一個成
熟的集團裡，面臨一個需成高速成
長業績的壓力，這兩個俗稱之為困
境，我覺得都必需要用創新的方法
來面對，所以我有一個論述是--創
新是我解決問題最大的態度。
但是往往，我們的創新會有一
些阻礙與包袱，像我最常在公司講
的一句話是，譬如：我的Ａ部門想
要做一件創新的事，就會引起Ｂ部
門的壓力與不滿，所以為了Ｂ部門
，就要配合Ｂ部門，不要那麼創新
，Ｂ部門如果要創新，就會引起Ｃ
部門的不滿與流程的不便，所以為
了配合Ｃ部份，所以也不能創新。
如果組織已經不能用新的方法來解
決問題的時候，我就選擇創業，所
以創業是我對創新最大的承諾。
其實我從遠傳畢了業，我因家
母身體不適，我照顧她八個月，後
來我母親過世了，所以我又重新創
業，那個時間點我可以選擇當專業
經理人，到中國公司或到日本公司
或到雅虎當CEO，我跟著直覺，找
到我的興趣走到今天創業的路。
有趣的分享，我當時還在遠傳
的時候，一直在問，到底未來的機
會在哪裡？未來的變化非常快，我
記得所有的大陸企業家來台灣分享
的時候，講到一件事，你們台灣只
剩下精密工業跟生活品味，其它都
贏不過我們…。
精密工業對我們這些年輕人是
不太可能，必需家裡有工廠及好幾
代的傳承，消費品味與生活品味，
台灣人還是略勝一籌，我們最常講
到台灣是一個小確幸的環境，尤其
是泡咖啡，所以當時聯發科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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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說，年輕人不要再去泡咖啡，不
要再做小確幸了。今天很榮幸，我
剛好就從這個起點，如何把這個小
確幸變化台灣的高端科技精品品牌
之一。
我每一次創業都會畫一張圖，
按圖索驥，就像旅遊一樣，一定要
先規畫住的地方、車站，這樣才能
放心去探險。
這張圖是我對未來十年全球的
一個看法，這張圖三年前就畫好，
從品牌到消費者，我們都會聽到一
個新名詞，像是"分享經濟""AI"、
"Data"…等，過去，一個品牌都先
要有一個Ider後，再跟投資人募資
才能做生意，現在可以透過群募的
品牌，把一個Ider放在網路上，就
可以向消費者募資了。智慧製造-未來市場將走向個人化、客製化，
規格開始變小，數量少但是多樣化
的產品。
我過去的創業比的是規模、比
的是科技，這次的創業還加了一個"
品味"，精密工業不是我的專長，但
是生活品味結合數據、結合科技，
我們應該有機會打贏這一場戰。
其實，這次以咖啡機做為新的
創業選題，是為了不衝突到老東家
一樣的事業，市場規模55兆的咖啡
產業，經歷了三次革命。從即溶咖
啡的速食化浪潮、星巴克與膠囊機
的濃縮咖啡興起、再到職人手沖的

精品化追求，但手沖咖啡的影響力
卻遠不如前兩次那樣顛覆世界，規
模化一直都是手沖咖啡影響力不足
的硬傷。

iDrip結合『科技Ｘ人文Ｘ工藝
』是一台精品家電更是一件工藝創
作，是一台能夠呈現咖啡最完美瞬
間的手沖咖啡機，結合世界咖啡冠
軍和物聯網科技，以冠軍選豆和冠
軍沖煮手法還原冠軍手沖精品，為
何這些世界級咖啡師願意跟iDrip合
作，幫咖啡機背書？即使這台咖啡
機可能將其工作取代？他認為，這
或許是因為，這些咖啡師已經意識到
，精品咖啡難以規模化，而iDrip卻
有可能協助手沖咖啡做到規模化。
同時透過iDrip專屬App，消

費者連線後透過行動載具即可掌握
iDrip咖啡機狀態、咖啡師資訊以
及多元的咖啡文化內容，而在iDrip
沖煮咖啡的同時，App會自動推播
該咖啡包的風味介紹及監製咖啡師
冠軍故事，引導使用者品飲咖啡的
技巧，使喝咖啡的體驗更上一層，
充滿樂趣。未來甚至能推測使用者
的偏好做咖啡推薦。
不僅具備AiOT內涵，iDrip
外觀也經由獲獎無數的奇想創造董
事長謝榮雅精心打造。充滿工業美
學的簡約俐落造型，細緻霧面金屬
材質的運用，搭配極簡操作面板，
打造科技精品質感，宛如空間中的
藝術點綴。iDrip咖啡機除了可以根
據消費者的偏好數據推薦產品，未
來社群及市集功能上線，使用者將
能在社群與其他咖啡愛好者互相分
享自己的手沖參數，也能線上交易
咖啡豆。
我一個創業家，離開了集團的
光環之後，我重新打造了一個品牌
，現在才不到一年半，我再度以咖
啡機做了一個咖啡界的品牌，我利
用分享經濟，做了兩件事，我讓消
費者先把這個Idea在網路上募集了
資金，我又找了咖啡世界冠軍，把
他們簽下來，其實這杯咖啡不是我
研發出來的，是世界冠軍研發的，
但我把他們聚集起來，是不是非常
經濟，然後在市場上做少量精準化

的生產，未來每個人的口味會不一
樣，這台可以根據你的口味去做調
整，也可以根據世界冠軍的手法做
調整，達到每一個人都會有不同的
味道，這就是智慧製造，到了消費
者手上，我收集他怎麼喝，喜歡喝
什麼？未來我們用物聯網收集的這
些數據就可以掌握生產線，最後再
利用這些數據，我們可以做到只要
是用這台咖啡機，可以Messenger
、Line、FB，用AI幫全世界每一
個咖啡師與消費者互動。
未來將會攜手更多世界咖啡冠
軍及達人，持續開發更多精品咖啡
配方，提供 iDrip 使用者更豐富的
選擇，更會致力串連使用者、冠軍
咖啡師、生豆產地供應商，佈局完
整咖啡生態圈及全新線上咖啡市集
，以咖啡圈的策展人為自許，將第
三波精品咖啡浪潮一同推向巔峰。

車服務計劃，9:00-9:30在慈愛智能
中心報到(在大德國中斜對面)，誠
摯邀請社友與夫人參加。

農球場，餐敘地點：与月樓，請隊
友偕同夫人一同參加。

柯富揚報告國際旅遊
國際主委Herbs預告8月6日下
午四點舉行南門國際旅遊～萊茵河
行前說明會，請參加國際旅遊的社
友及夫人提早到場聽行前說明。
這次早鳥優惠真的便宜很多，
一樣的行程跟別家比起來每個人便
宜十多萬，社長真是英明。

David代理報告上週出席率，
社友人數69人，請假14人，免計出
席5人，實際出席人數50人，出席
率78%。

點滴

糾察時間
邱啟成報告自行車餐會
自行車隊總幹事Faith報告：
Rich社長訂定7月13日在日月潭宴
請自行車隊隊友，也歡迎有空的社
友一起共襄盛舉。

林啟聖報告愛心捐車服務計劃

吳騰彥報告高爾夫月例賽

Kingnet服務計劃主委報告7月
20日（星六）是本屆舉辦第一次服
務活動～慈愛智能發展中心愛心捐

Tony報告高爾夫球七月份月例
賽，7月18日舉行社長盃，Rich社
長加碼獎品及獎金，打球地點：興

▲ 25 屆團隊前往台中城隍廟，祈求社運昌隆、平安順利

下週 例會

出席率報告

Innovation及小扶輪主持糾察
時間，感謝許嘉豪先生歡喜1000元
，Doctor秘書、Poster投入紅箱。

▲自行車隊本屆首騎，所有幹部在日月潭土地公廟拜拜祈福
經歷：澄清醫院 神經內科主治醫師

葉守正醫師 (Brasin 社友 )
台灣腦中風學會第 12 屆理事長
108年7月23日 (二)
專題演講：「自律神經失調， 得了怪病 ，還是文明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