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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INE Rotary 想像扶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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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高球例賽通知

時　間： 2023年2月8日（星期三）11:00開球
地　點： 大屯球場
費　用： NT$2,710 all in
餐　敘： 球場餐廳
※ 敬請各位高球隊友踴躍報名參加！

元月份高球例賽成績表

總桿冠軍：P.J. 跳獎第5名：Andy
淨桿冠軍：P.J. 跳獎第10名：George
淨桿亞軍：Spring 跳獎第15名：IF
淨桿季軍：C.C. N/P：Venus、George、K.C.
淨桿殿軍：Eric 2nd N/P：K.P.、Lio
Lucky 7：Tim 3rd N/P：K.P.、Andy
B.B.：Bruce T

本週喜慶社友（1/19~2/1）

許焜上（PP Call）生日快樂 1/20
張丁山（Sam社友）生日快樂 1/24
劉璦玲（Bruce T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27
伍帥儒（Andrew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1/31
何婉玲（Jake社友）夫人生日快樂 2/1
蔡旭明（Tony Tsai社友）與王巧玲女士結婚35週年 
　紀念日快樂  1/20
陳宏名（Peter社友）與高秋鴻女士結婚48週年 
　紀念日快樂  1/24
林錦成（Casting社友）與曹美照女士結婚64週年 
　紀念日快樂  2/1
張世良（PP C.I.）與徐世芬女士結婚48週年紀念日快樂 2/1

本週節目（第2003次例會）

職業服務：敬業優良楷模表揚活動

上週來訪來賓暨友社社友（1/12）

蕭宇辰 先生－主講人
秦玉玲（PP Cathy）－台北天和社社友

上週出席報告（1/12）

社員總數 出席人數 補出席 出席率

73 25 6 70.45%

請假缺席18名　　出國1名　　免計出席29名
∼出席是服務的開始，缺席不會產生友誼∼

甲、一般捐款（紅箱收入） 乙、社務費用

IOU 9,000 承上期 605,691
承上期 630,247
合　計 639,247

總　計：1,244,938

丙、高球捐款 丁、獎助金捐款

IOU 1,000 IOU 3,500
承上期 68,000 承上期 372,800
合　計 69,000 合　計 376,300

戊、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IOU 4,500
承上期 298,000
合　計 302,500

例會捐款報告（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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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雪安 女士
服務單位： 訪視組
服務年資： 10年
表揚事蹟：  10年來辛勤地為訪視盡心

盡力，處地設想能協助的

事項。

黃莉莎利 女士
服務單位： 配送組
服務年資： 7年
表揚事蹟：  7年來辛勤地將物資安全

配送到需要的家庭。

阮翠姮 女士 

服務單位： 翻譯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協助溝通

與翻譯，驅除語言的隔

閡。

阮氏春 女士
服務單位： 翻譯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協助溝通與

翻譯，驅除語言的隔閡。

曾佩佩 女士
服務單位： 訪視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為訪視盡心

盡力，處地設想能協助的

事項。

陳麗姮 女士 

服務單位： 物資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協助物資分

配與整理。

阮麗如 女士
服務單位： 物資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協助物資分

配與整理。

麗娜卡比多 女士
服務單位： 配送組
服務年資： 5年
表揚事蹟：  5年來辛勤地將物資安全

配送到需要的家庭。

職業服務：傑出敬業楷模表揚活動
職業服務為扶輪的第二服務途徑，也是每個扶輪社的

基石。今年度職業服務委員會特別舉辦傑出敬業楷模表揚

活動，公開表揚由新北市百合協會推薦之八位傑出工作人

員，以表彰其投身社會關懷，充分展現專業能力及對社會

的高度奉獻；同時也藉此宣揚扶輪宗旨：「在各種事業及

專門職務中提高道德之標準，認識一切有益於社會的業務

之價值」，並勉勵各受獎人均能以此為目標，繼續在工作

崗位上努力以造福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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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行銷：臺灣吧經驗分享

謝謝TT、謝謝社長、謝謝大家願意在這邊花一點時間
聽我做分享。今天分享的主題是「故事行銷」，也會從我

們臺灣吧的經驗做分享，但主要還是著重在故事行銷這個

概念。首先我快速地自我介紹一下，我過去曾在高中擔任

歷史老師，離開學校後就創辦了兩間公司，主要致力於歷

史文化的一個推廣；我們製作的動畫節目過去也有入圍電

視金鐘獎最佳動畫節目，最近兩三年較多在協助文化部做

一些文化事業的推廣，包含我們國家語言政策的推廣，讓

台語、客語及各式的本土語言如何更好地融入我們的生活

和教育當中。

我們在社群上有自己的聲量，YouTube有百萬訂閱，
但我們的核心主要放在教育上面，公司團隊現在有50多
人。從去年開始，台灣的資策會跟全球的教育評鑑機構一

起評選台灣具有潛力的教育科技公司，整個東亞地區共評

選出150家，台灣只有9家企業入圍，我們便是其中一家。
我們也有在網路做一些知識影片，著重一些教育產品、教

材的製作，我們的產品也有獲得台灣OTOP產品設計獎；我
們的角色也曾獲得文創精品獎，透過角色可以讓小朋友更

容易親近並認識台灣，這就是我們核心在做的事情。

接下來，我想跟大家聊一聊我們在做的數位內容，其

中歷史文化佔了大部分，其餘各種產業知識像是銀行、雲

門舞集也都有合作，我們也有跟科技部做一些實驗類型的

內容，所以範疇還蠻廣泛的。其中比較出名的應該是「動

畫台灣史」的系列，現在的小朋友應該都有看過，因為很

多小學的社會科老師都會直接將「動畫台灣史」的內容當

作授課教材，還有一些跟公民有關的議題也都會使用我們

的影片。請大家先欣賞一支短片，大概就可以了解我們在

做些什麼內容。

剛剛那支影片算是比較簡短的，只有3分鐘左右，我們
一般知識濃度比較高的影片長度大約是5∼6分鐘，甚至10
來分鐘，但是如何在網路上面傳遞知識內容，剛剛那支影

片已經是一個很完整的頭中尾架構，尤其在開場加上一般

人比較會感興趣的或共有的被打的經驗，像我們提到的熱

溶膠就帶出了台灣過去經濟成長的一個軌跡，但是既然談

到體罰，我們最後就要針對體罰這個概念多做一點討論，

就像國家暴力也是一種不正當的暴力，我們又該如何去改

變這樣的事情？做一個小小的點題。除了動畫影片之外，

我們其實也有許多實拍類型的作品，像是稍後要請各位看

的人物訪談，就是請一些長輩去談論台灣的歷史，讓大家

可以知道過去發生過些什麼事情。抱歉，因為這支影片有

10來分鐘，我怕太佔據我的演講時間，所以只能讓大家看
個感覺就好，這支影片在YouTube上面，大家只要輸入「阿
公好強」都可以搜尋得到。

我們在YouTube上面的影片，有些是純動畫的來跟
小朋友講解一些歷史文化，也有一些像是人物訪談等等，

都是希望能夠保存過去的一些歷史記憶。其實我們作為七

年級生，在看到過去的歷史文化時，我們經常會想到兩個

面題：一個是比我們更小的小朋友要怎麼去認識台灣這塊

土地？另一個則是如何讓國際認識我們？畢竟是相關科系

的，所以我們想的會是今天我們看待台灣和看待這個世界

應該抱著一個有根

的世界主義精神，

我們要讓台灣面向

世界，但當我們在

面向世界時，要知

道自己是來自何

方。因此我們也在

做一些這個精神底

下的內容，讓台灣

能夠參與這個世

界，甚至能夠代表亞洲和世界進行對話。

我們最近有做一個比較大型、全英文的知識記錄片，

希望能夠以台灣的視角出發，介紹整個亞洲文化給全世

界。目前已經推出了第一集，時長有30分鐘，現在我們
的YouTube頻道以及政府的TaiwanPlus平台上都可以看得
到，之後也會在公視播出，後續的製作經費我們也還在籌

措當中，希望能獲得大家的支持。我們也在跟Netflix等國際
頻道洽談，希望這樣的節目能被推廣出去。

老實說，上述所說的那些事情其實並不足以養活公司

50多個人，所以我們也有一些其他的業務，具體項目包含
透過我們的能力提供一些內容行銷的服務，尤其角色IP在兒
童領域有比較大的影響力，所以我們會提供一些IP授權或是
我們自己販售一些兒童的教材，前一陣子聯發科還有跟我

們團購了一批繪本、桌遊等文化教材送給他們員工的小朋

友。

內容行銷可以做些什麼？例如我們曾經跟7-11合作，
他們每個門市都有零錢捐獻箱，每年幫助不同的社福團

體，2019年7-11的零錢捐主要是針對老人議題，所以該年
度的零錢捐就幫助了四個著重在老人福利的團體，我們就

幫他們做了這支形象影片，不但說明贊助的對象，也讓老

人議題得到更多的關注。我們也有做一些比較大型的製作

項目，例如2020年101大樓的煙火動畫影片，101每年的
煙火秀都會在大樓的外側牆面播放一些動畫。此外，這兩

年我們也跟兆豐銀行密切合作，一共推出了四款聯名信用

卡，如果現在去開戶，拿到的存摺也是跟我們合作的，新

開戶還能收到我們設計的聯名行李箱，也頗受民眾歡迎，

現在大約有5萬個在外面流通。
我們其實是從YouTube起家，然後慢慢擴及延伸其他

的服務，只是我們YouTube內容比較特別，主打學習型的
影片，這類影片會有兩個不同的效益：一個是可以持續產

生效益，因為一直都會有學習需求；另一個是它不會只在

網路上面有用，可以擴大到教育的使用情境，老師或是家

長都可以在學校或是家裡使用，比起自己講，放影片的效

果會更好，影響力更大。舉例而言，去年我們最關注的議

題是台灣兒童的性教育，因為台灣兒童被性暴力的數量其

實很驚人，所以我們就做了一系列兒童性教育的影片，其

中一支影片談到的是女性生理構造的知識，我們才發布3天

主講人：蕭宇辰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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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 李亞儒 先生
講　題： 創投如何做新創投資？
學　歷： 國立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士學位
 美國密西根大大學財務工程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基因體學與生物資訊碩士

經　歷： 大族資本 投資經理
 創億資本 早期團隊成員
現　職： 集富台灣資本 助理董事
邀請人： Defender社友

※ 高球捐款：
△ 昨日第一次參加高球例賽，很開心；感謝同組TT、 

Defender指導，Defender下次你一打三我也要買喔！ 
Chris（NT$1,000）

※ 獎助金捐款：
△ 謝謝Sam代理：Defender（NT$1,000）
△ 恭喜幸福巴士1919活動圓滿成功，感佩PP Michael及PP 

Investor的無私付出及Defender的全程騎車帶動：Eason 
（NT$500）

△ 預祝各位社友新年快樂、兔年行大運、財源廣進：John 
（NT$1,000）

△ 純歡喜：Porcelain（NT$1,000）

※ 美哉‧福爾摩沙捐款：
△ 純歡喜：Eason（NT$500）
△ 歡迎蕭宇辰先生蒞社主講，好好洗耳恭聽！George 
（NT$3,000）

△ 熱烈歡迎1919勇士們回來：Taipei George（NT$1,000）

△ 祝母社社長、PP及社友們新年快樂、健康樂活！天和社
Cathy（NT$1,200）

△ 恭賀本週喜慶Paul社友夫人生日快樂；PP Frank伉儷、 
PP Bruce伉儷結婚週年快樂！Arch、Cory、Hank、 
John、K.C.、Taipei George

△ 熱烈歡迎蕭宇辰先生蒞社演講，必定精彩：Brian、 
Chris、Cory、Defender、Hank、John、K.C.、 
Taipei George、Tim

△ 純歡喜：Adam、Patrick
△ 熱烈歡迎天和社PP Cathy（歌后）蒞社訪問：John、Tim
△ 新年頭、舊年尾，賀本週喜慶社友大快樂：Brian
△ 恭喜幸福巴士暨1919勇士回歸：Cory（指定捐款

NT$6,000）
△ 感謝社長和社友參加1919愛走動接風典禮；謝謝社友們
親自赴台中、彰化參與幸福巴士服務活動：Michael

△ 歡慶1919英雄們凱旋：Oliver（指定捐款NT$2,000）
△ 勇士Defender一打三精神可嘉，贏得友誼：Tim

就獲得了20萬的觀看數，等到36天時已經有100萬人觀看。
一般而言，正常的行銷期可能就結束了，但這支影片的觀

看數量一直遞增中，在253天時，觀看數量就已經超過200
萬，甚至從200至300萬的速度比100至200萬的時間更快，
目前這支影片已經超過了400萬的觀看，而且還是在完全沒
有打任何廣告的情況下就自然產生這樣的流量，如果再加

上其他的平台，像是LINE或臉書的曝光，這支影片就超過
800萬人觀看了。一個被需要的知識內容，大家對這個東西
很陌生，又需要去了解的話，這其實可以創造蠻好的成效。

我剛才說過另外有一個很大的成效是在教育現場，包

含小學、中學、甚是大學的通識課，都經常使用我們的影

片教材。具體的影響像是翰林版五、六年級的社會課本，

以前他們的市佔率大約是三成左右，自從與我們合作以

後，他們的市佔率已經穩定在四成以上，無論是課本的封

面或內頁設計都是由我們的角色來做代言。因為合作效果

很好，所以他們從今年度開始，三∼六年級的課本都找我

們合作。

像國泰兒童繪畫比賽也是從44屆起就跟我們做角色IP
的合作，在跟我們合作之前，他們每年都找不同的角色IP合
作；去年競爭比稿時，我們甚至打敗了Hello Kitty，當然不
是因為我們比Hello Kitty紅，只是國泰是台灣的廠商，他們
希望能做一些跟台灣相關的內容，所以才會選擇本土的角

色IP，認為這樣可以深耕台灣，帶出更大的影響力。

我們也思考要如何更主動去深化台灣的文化學習，所

以我們開始打造自己的教材，核心目標就是希望小朋友從

小看台灣，未來不會小看台灣。我們希望能完成一套22冊
分別描述台灣每個縣市風景故事的教材。我們針對小朋友

在YouTube成立了「小黑皮」頻道，除了華語動畫外，也
推出台語版、客語版的內容，也將這一季的內容打造成一

個完整的電視節目，今年就會在公式首播。大家如果入住

喜來登飯店的親子房，電視打開也能欣賞到我們的兒童動

畫，每個房間也都有我們的繪本。我們在台灣想做的絕對

不是取代巧虎和佩佩豬，而是讓其他國家的小朋友也能認

識我們的小黑皮。

以上就是我們在內容行銷方面一路在做的事情。我可

以簡單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如何藉由內容去做行銷擴散，

其中有三件事情必須先想清楚：1.想達成什麼目標？2.受眾
是誰？3.如何幫助受眾建立動機來抵達這個目標？無論我們
在做內容或是提供服務，都會以這三個點做檢視。我想提

醒大家傳播的重點從來都不是我們想說的事情，而是受眾

的需求到底在哪裡，必須先滿足他們的需求，才能將我們

想傳遞的訊息夾帶給他們。最後我想推薦大家一本書－《

寫作是最好的自我投資》，這本書的作者是一個中國人，

但書中沒有政治色彩，他在書中分享的技術蠻到位的，他

提到要在網路上進行內容擴散，標題上一定要符合四個要

件：引發共鳴、製造懸念、引起爭議、顛覆認知。通常我

們想要用內容去做有效傳播，就要創造一些意料之外、情

理之中的反應，或是意料之內、情理之外的感受，這就是

我們內容行銷一直反覆在追求的事情。以上就是我今天的

分享，謝謝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