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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會時間 / 每週四中午12:00-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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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週節目（第1924次例會）

上週出席報告（1/7）

主講人： 大灣文子 小姐

社員總數
78

講 題： 最親近的沖繩－您可能不知道的小故事
學 歷： 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所國際關係碩士

出席人數
40

補出席
1

出席率
70.69%

請假缺席18名
出國0名
免計出席20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慶應義塾大學總合政策學
現 職： 株式會社エンメンツ代表
台灣琉球協會副秘書長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7）

中華民國相撲協會副秘書長
介紹人：PP S.R.

郭建偉 先生－主講人

本週喜慶社友（1/14~1/20）
黃榮輝（PP Oculist）生日快樂
許焜上（PP Call）生日快樂
李美玲（Paul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楊文宗（P Bruce）與劉菁菁女士結婚24週年紀念日快樂
蔡旭明（Tony Tsai社友）與王巧玲女士結婚33週年
紀念日快樂

1/15
1/20
1/18
1/18
1/20

二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地
費
※

間：2021年2月3日（星期三）12:00開球
點：桃園球場
用：NT$2,650 all in
二月份高球例賽配合農曆春節，提前一週舉行，敬請各位
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上週捐款報告（1/7）
下週節目預告（1/21）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50%平均分攤
24,313
50%平均分攤
現金
3,000
承上期
IOU
24,000
合 計
承上期
684,341
合 計
735,654
總 計：1,308,569
丙、高球捐款
承上期

51,5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5,500
承上期
378,000
合 計
383,500

丁、獎助金捐款
IOU
承上期
合 計

81,845
491,070
572,915

4,000
231,000
235,000

主講人： 吳思瑤 小姐
講 題： Real Local地方創生在台灣
學 歷： 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輔仁大學西語系、日語系文學雙學士
經 歷： 連任三屆台北市議員（第10~12屆）
第9屆立法委員
台北市議會民主進步黨團總召集人
台北市議會教育文化、財政建設、工務委員會召集人
台北優質生活文化協進會理事長
民主進步黨發言人
美國國務院政治菁英領袖計畫台灣政界代表
現 職： 第10屆立法委員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召集委員
邀請人： Terry社友

Rotary Opens Opportunities 扶輪打開機會

天天革命，開創百年名店新頁
主講人：郭建偉 先生
大家好，非常感謝天母扶輪社的邀約，我今天非常
榮幸有機會來跟大家分享「天天革命，開創百年名店的新
頁」。我目前在《郭元益》擔任副總經理的職務，很抱歉
我今天忘了帶我們家的甜點來讓大家試吃。
我曾經調查了一下，發現一般人想到吃甜點時通常都
會想到鬆餅、馬卡龍、小蛋糕或是甜甜圈這些，不曉得在
座各位有沒有人會想要吃鳳梨酥、綠豆椪或其他台灣傳統
糕點的？其實吃甜點或下午茶幾乎已經是當代的顯學，而
且吃甜點這件事情是不分性別、年齡的。但因為大家一般
想到的甜點都是偏向西式居多，所以對於我們這樣的傳統
糕餅店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為此我們才會有所謂的
「天天革命」這件事，必須一直不斷地去挑戰現代人的味
蕾和感受。
不知道大家聽到《郭元益》通常都會想到什麼？喜
餅？其實像去年喜餅只佔了我們公司整體營收的一半，另
外一半則來自於節慶市場和伴手禮。很多人問我《郭元
益》喜餅做的好好的，為何想要轉型？因為現在少子化及
結婚率降低，加上結婚習俗和社會風俗的改變，影響到了
整體婚慶的市場，所以我們公司最近十多年來就一直在思
考除了喜餅之外是不是還有其他的可能性。
《郭元益》成立迄今已經有155年了，我算是第五
代，155年的故事如果要細說從頭，我想30分鐘的時間定
是不夠的。簡單來說，大家應該都知道士林夜市，其實《
郭元益》的發源與士林市場息息相關，我們的創辦人當初
就是挑著擔子在士林市場叫賣自己做的糕點，才慢慢形成
今天的樣子。《郭元益》這155年來經歷了多次的改變，光
是Logo就換到第七代了，而每次改變都反應了經營想法的
不同，也希望能回應市場的變化。三年前我們開始想著要
讓品牌更新，邁向國際化，所以衍生出現在最新的Logo，
改成了更易判讀的字體、加入英文並且放上第一代的梅花
家徽。以前《郭元益》的招牌顏色五花八門，並沒有統
一，端看當時店長的喜好而定，而新的商標我們選用了咖
啡色，因為製餅木模使用久了就會呈現出這樣溫潤的咖啡
色，而且《郭元益》的招牌商品－蛋黃酥的烏豆沙內餡也
是咖啡色的，所以我們想將《郭元益》的傳統和記憶放入
品牌裡面。155年有很多故事可以分享，但我今天只針對最
近幾年我們想要扭轉消費者印象的這件事情做分享。
《郭元益》這幾年非常強化品牌和跟市場溝通上面。
一個台灣品牌要走到100年其實並不常見，所以我們在150
年時就想來一點小小的創意和改變，當時我們想到不要老
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改找其他人用第三者的視角來講《
郭元益》的故事，或者更容易讓外人接受。於是我們找了
一位台灣的設計師－聶永真，他也是金馬50和去年蔡英文
總統上任紀念酒的設計人。有人好奇為什麼我們會找一位
設計師來做產品，因為我們認為設計和糕餅碰撞會產生新
的火花，可以講一個不同以往的故事。

當時我們並沒有開發新的產品，而是將《郭元益》
的起家餅，也是台灣古早的傳統甜點－糕仔換了一個新面
貌。其實台灣一直以米為主食，小麥是日治時期由日本人
引進來的，奶油則是美援帶進來的，所以150年前台灣人想
吃甜點只能用米來做變化，不管是糕仔還是米香都是利用
米和糖來混和製成。《郭元益》就是用綠豆糕起家的，所
以我們就想用綠豆糕來做變化，因為《郭元益》走過的150
年某方面而言也是台灣糕餅文化演變的一個縮影。台灣傳
統糕仔都是單面壓模，而且只有單一口味，當年我們推出
的「伴點時光」則是雙面壓模並且結合兩種不同的口味，
像是抹茶＋紅豆、花生＋紅茶。不同於西式糕點多以水
果當原料，台灣傳統糕點的味覺記憶多是紅豆、綠豆、花
生、白豆等豆子，加上吃甜點通常會配茶，所以我們才決
定將這二者結合為豆茶糕。
為了更完整闡述台灣糕餅的故事，我們不只改良產
品，還將位於晶華酒店正對面的形象店重新裝潢，將台灣
糕仔的元素納入店面設計，將原料混合的過程放在磨石子
地板上呈現，把八角形的傳統模具放在結帳台的天花板上
面，還把蒸糕仔的蒸籠放在層架裡面，壓出來漂亮的糕就
變成磚頭。我們也想到如果糕餅只能搭配茶，與當代飲食
文化將會愈來愈有距離，所以我們也跟台灣的咖啡和威士
忌品牌合作，進行不同food pairing的嘗試。
改造了產品和店面後，我們更進一步改造了人－幫門
市人員換新制服，以便將品牌、專業和對衛生的要求呈現
出來，所以我們找了另一位幫很多明星設計過紅毯和演唱
會造型的台灣設計師－詹朴操刀。由於《郭元益》是個150
年的品牌，擁有台灣人在地的記憶是我們相較其他連鎖餅
店的優勢，因為我們有做漢餅的技術傳承，又能夠做西式
的產品，品牌核心就是能夠融合東西方元素，並且結合傳
統和現代。之所以找上詹朴正是因為他服裝設計的細節經
常會使用到旗袍領、盤扣，將中華文化的語彙納入設計當
中。過往我們製作制服都是找台灣專業的制服廠商協助，
規格化的產品很難達到很高的要求，但透過與服裝設計師
的合作，我們發現能將對於品質和品牌的要求具體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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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們覺得品牌要持續跟消費者進行溝通，所以三
年前我們找了鳳小岳擔任《郭元益》史上第一位代言人。找
他代言的理由是從他身上可以明顯看出東西方融合這件事，
而且他本身從小在士林長大，現在也還一直在這個地方，加
上他太太開了兩家餐廳，特別強調真食材的部份，與《郭元
益》嚴選材料的精神不謀而合。像我們使用的紅豆是和屏東
萬丹的小農做契作，鳳梨則是和台南關廟的小農做契作，這
幾年其實在原料的篩選和製程上都做了翻新。我們希望能透
過代言人精挑細選的概念用更多元的語彙來傳遞給當代的消
費者，特別的是我們也和他一起共同開發了新的糕點。那一
年很流行港式的奶黃月餅，《郭元益》就想開發一款屬於台
灣的奶黃月餅，後來我們就推出了傳統台式酥皮包了鳳梨，
中間再加上奶黃的月餅，稱之為鳳梨奶黃酥，去年也締造了
不錯的銷售業績，算是非常成功的產品。

在座各位可能也都有自己喜歡的品牌。其實翻新鳳梨酥對
我而言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因為鳳梨酥是一個競爭非常
激烈的產業，雖然我們在30年前就開始做鳳梨酥，但可惜
的是沒有跟上之前鳳梨酥的熱潮。我們希望能從不同的角
度、方式來演繹台灣鳳梨酥這件事，為此，我們又找了一
位設計師－方序中，大家對他可能不是那麼熟悉，不過金
馬獎、金鐘獎、金曲獎都有跟他合作過。我們新的鳳梨酥
比較不同的是以樹葉的形狀做為造形，除了傳統口味外，
我們還研發了新的口味，像是以花椒、咖啡、包種茶入
味，希望結合傳統和一些創新的味道。另外，還請代言人
演唱了幾首歌，希望描繪的畫面就是一邊聽歌、一邊吃鳳
梨酥，試圖營造一種儀式感，配合上這幾年提倡的慢活、
慢食的概念，用一種引導的方式讓大家重新品嚐台灣不同
口味、更多元的鳳梨酥。

這幾年我們一直持續地在產品開發及品牌推廣上和消
費者做溝通，去年我們就在誠品舉辦了一個小小的展覽，因
為我們覺得溝通需要有更多的面向，不能單靠產品而已。那
次展覽是跟一位日本的微縮藝術家合作，將所有產品做成原
本1/12的大小，觀賞者必須蹲下來才能看的清楚。產品的推
廣不僅僅是請大家試吃、請大家看，也可以透過不同的互動
過程讓大家看見《郭元益》的改變，也翻新大家對台灣傳統
糕餅的想法，讓它變成現代生活中的一環。

這幾年，我們一直希望能翻新消費者對台灣傳統糕餅
的記憶，雖然我們也有西式糕點，但傳統糕點還是《郭元
益》的根。除了產品外，我們在通路上也做了很多改變，
除了在海外開分店，也跟便利商店業者合作，其他像同
仁的獎酬制度、公司的資訊系統、流程化的治理，我和我
父親也做了很多磨合。今天非常感謝天母扶輪社的邀約，
讓我來分享《郭元益》這幾年的故事，讓大家看到我們更
多的面向。也希望《郭元益》能將台灣的幸福滋味推廣出
去，溫暖人心，謝謝大家！

因為很久沒有推出全新的產品，所以去年底我們決定
來挑戰鳳梨酥。鳳梨酥是台灣近幾年糕餅市場的小金磚，

△ 主講人車馬費：郭建偉（現金NT$3,000）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快樂、結婚週年快樂：Arch
、Bruce、Bruce T、Cory、Gene、John、Oculist、Philip
、Spring、Steve、Taipei George、Wool
△ 歡迎郭建偉先生蒞社演講，精彩可期：Bruce、Bruce T、
Cory、Defender、Eason、Gene、John、Kevin、Oculist
、Philip、Spring、Taipei George、Terry
△ 賀新社友Jalan自我介紹成功順利：Cory
△ 祝各位社友新年快樂：Defender
△ 賀1919愛走動幸福巴士大成功，PP Spring、PP Michael
無私奉獻為全體表率：Eason
△ 歡迎新進優秀社員Jalan入會：Eason
△ 很高興加入天母扶輪社，Happy New Year！Jalan
△ 祝賀各位社友2021年新年快樂：John
△ 感謝社長Bruce帶領社友體驗幸福巴士為長者服務的活動
及社友們的鼓勵和支持，感恩：Micheal
△ 新年新氣象，祝大家身體健康、幸福美滿：Spring
△ 冬去春來，新的一年祝各位新年快樂，身體健康、事事如
意！Steve
△ 多謝PP George的好書相贈：T.A.
△ 2021祝各位社友新年快樂，身體健康、闔家平安：Terry
△ 敬愛的PP Investor、PP Michael幸福巴士15天寒冬送暖榮
歸，深入偏鄉照顧弱勢令人感動敬佩！Tim

△ 感謝全體社友對於社區服務委員會的支持：TT
△ 下週拜訪樂山教養院請社友們撥暇參加，很值得去了解的
弱勢團體：Univeral
△ 祝大家新的一年，平安、健康、順利、快樂：Wool
※獎助金捐款：
△ 大家好久不見，新年快樂！祝福各位社友2021健康安樂：
Andrew（NT$1,000）
△ 歡迎幸福巴士勇士隊長PP Michael凱旋歸來：John
（NT$1,000）
△ 歡迎郭先生蒞社指導，各位社友新年快樂！Ocean
（NT$1,000）
△ 純歡喜：Porcelain（NT$1,000）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歡迎郭建偉主講人蒞社指導！精彩可期！George（NT$
3,000）
△ 祝賀39屆在2020不平靜的一年由社長Bruce帶領下度過平
安上半年，期待新的一年，天母社大大小小平安又順利！
Hank（NT$500）
△ 恭賀本週喜慶社友及夫人生日暨結婚紀念日快樂、美滿：
Kevin（NT$1,000）
△ 新年開始，祝賀大家健康快樂：Taipei George（NT$1,000）

元月份RI社長文告
終於來到1月。在展望2021年之際，我們的思考
不必到365天後就結束。你是否有更往後思索你在2022
年、2023年及之後會在做什麼事呢？我們無法預見未來，
可是我們可以引導自己往哪裡去。我認為每個扶輪社有必
要每年至少辦理一場策略會議。前國際扶輪理事楊克Greg
Yank有許多與扶輪社合作的經驗，在此分享他的觀點。

標，列出參與的人選、標示成果的重要里程碑、記錄
進度的方法，以及完成的時間表。你的計畫要簡短且
簡單。然後走出去做。檢視你完成倡議的進度，視必
要至少每年修改一次。扶輪有完善的範例可協助貴
社進行規劃，請參見 my.rotary.org/document/strategicplanningguide。

有一句著名的諺語說：「沒有準備，就準備失
敗。」規劃對達成人生各領域的成功都很重要，包括
扶輪，我們每一年都做得比前一年更好。

我想要用新的討論及構想讓我們扶輪社更豐富、更
活躍。可是我們要如何吸引多元的專業人士，具有不同背
景、年齡，及經驗，且像我們一樣受到強烈道德感驅使的
人？

策略規劃對扶輪社也很有用。我協助過許多扶輪
社找到前進的道路，方式是和
他們一起建立我所謂的藍圖，
一項多年的計畫，可以回答這
個基本的問題：「我們扶輪社
的願景是什麼？」我所見過最
棒的計畫都是有重點的計畫，
在扶輪社將其資源集中在所擁
有的最佳機會的時候。你的扶
輪社對社員及所服務的社區來
說，無法是萬能的；它的人
力、財力、時間資源都是有限
的。成功的計畫在擘劃社員想
要的道路時，會考慮到資產與
限制。
建立一項多年的策略計畫要從與社員腦力激盪開
始，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在未來2到3年的倡議和
優先事項是什麼？」記錄你們的答案時要用行動導向
的語言，用明確、具體、對想達成之目標是可測量的
語言。
接下來，把你們的提案縮小到核心的3到5個優先
事項。接著你的扶輪社可針對每項倡議擬定明確的目

透過策略規劃，我們探索這個問
題來定義我們扶輪社的本質及它帶給
社員及社區的價值。每個扶輪社都不
一樣，每個扶輪社的價值觀都是獨特
的。在規劃期間，扶輪社也可能發現
過去從事的某些活動再也不重要或不
具吸引力。
一旦你的扶輪社完成策略計畫，
就該是採取行動進行必要改變的時
候。這麼做時──當我們讓社員參與
有活力且積極的扶輪社，不僅開心有
趣，還用以具有真正且持續影響力的
計畫來服務社區的扶輪社──我們
的扶輪社便會越強健。當我們發現使我們扶輪社獨特的事
物，並在所有行動中以這些核心價值為基礎，扶輪便會打
開機會來豐富每個人的生命。

柯納克Holger Knaack
國際扶輪社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