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例 會 記 要 

04 月 07 日  第 1297 次例會 

 

 社長 P.P.Wood 出國，由副社長 P.P.Smile 代

理鳴鐘開會。 

 聯誼 Polo： 

歡迎主講者法藍瓷公司行銷總監葉皓城先

生、行銷部蔡美玲小姐蒞臨本社。 

祝福本週 Main-Long、Sunny，結婚週年快樂! 

 秘書 P.P.Tea： 

(1) 感謝 P.P.Jack 致贈與會社友保身符。 

(2) 四月二十一日(星期六)地區年會欲參加

之社友請告知余小姐，以利安排交通事

宜。 

(3) 慶祝母親節晚會暨第四次爐邊會議，謹訂

於五月六日(星期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

板橋擔仔麵餐廳六樓舉行。 

 社友 Roberta 介紹主講者： 

姓名：葉皓城先生 

學歷：逢甲大學工業工程系 

現任：法藍瓷公司行銷總監 

文化創意如何成就為產業商機 

 

 

 

 

 

 

 

 

 

 

 

 

法藍瓷公司行銷總監 葉皓城先生 

瓷器（china）是中國最具代表性的發明。 

法藍瓷公司母公司為「海暢實業」經營禮品業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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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年，至 2007 年法藍瓷全球銷售據點超過 6000

個，台灣設有專櫃 28 個。 

品牌風格 

獨特 Unique： 

以獨家專利的「倒角脫模工法」精緻的表現出融

合浮雕的立體造型和浪漫夢幻的豐富色彩，創造

獨特風格。 

親切 Friendly： 

法藍瓷作品融合東西方美學哲思，創作出「中西

合璧」設計美學，使全球各地消費者都可從作品

中感受到溫馨的親切感。 

時尚 fashionable： 

法藍瓷不僅帶給消費者風格獨具的作品，更是創

造了一種美好的生活態度及生活方式，蘊含令人

想要跟隨的嶄新時尚思維。 

人文 Humanistic： 

為了創作出感動人心的作品，法藍瓷悉心體會觀

察人文事物，從中擷取感動人心的精華，體現於

作品設計之中，蘊含人文風華。 

藝術 Artistic： 

法藍瓷作品定位於兼具實用與美感的藝術品 

(Functional Art)， 每一件法藍瓷都具有實用

功能，但更像是精巧的藝術收藏品，不斷創新的

法藍瓷，再再展現獨特的眼光為藝術開展更寬廣

的視野。 

全球營運 

Taipei-研發設計總部。 

Taiwan and Malnland China-生產與製造。 

創意不對等於商機或品牌 

「創意產業化」以及「成就品牌」的基本條件： 

優秀商品：好商品自己會說話。 

持續創意：不斷延續的第二曲線(商品壽命曲線

企業壽命曲線景氣循環)。 

市場需求、生產性、便利運輸。 

競爭優勢：品質、交期、價格、服務、應變力。 

優質管理：製造、R&D、行銷。 

強勢行銷：知名度、展店、行銷管理、主顧客

經營、活力行銷。 

創意設計 

以大自然為主題：把法藍瓷帶回家，就是把大自

然帶回家。 

從大自然獲得的美麗-親近、友善、趣味。 

傳達愛、關懷、分享的訊息。 

生活藝術 

生活用品藝術化：品味生活。 

把法藍瓷帶回家就是把品味帶回家。 

古今中外的結合 

傳統瓷藝&科技創新。 

國畫與西畫之結合。 

物超所值 

連獲國際展首獎的世界一流名瓷，卻只有同級名

瓷三分之一的價位。 

工藝特色 

雕塑藝術。 

純手工彩繪。 

釉下彩。 

高溫燒成。 

 副社長P.P.Smile代表本社全體社友致贈葉

行銷總監小社旗，感謝其演說。 

 出席Life、代理糾察P.P.Jack報告本週社友

出席、紅箱收入情況。 

 副社長P.P.Smile鳴鐘閉會。 
 

友社授證慶典 

【三重東區扶輪社 31 週年】 

時間：4月 15 日(星期日)17:30 

地點：蘆洲典華飯店 

【三重南欣扶輪社 14 週年】 

時間：4月 26 日(星期四)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板橋中區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5月 1日(星期二)17:30 

地點：中和宸上名品飯店 

 

 

 

【新莊東區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5月 2日(星期三)17:30 

地點：新莊國際宴會廳 

【板橋西區扶輪社 19 週年】 

時間：5月 3日(星期四)17:30 

地點：中和吉立餐廳 

【五股扶輪社 17 週年】 

時間：5月 18 日(星期五)17:30 

地點：台北典華旗艦店 

【三重千禧扶輪社 12 週年】 

時間：5月 23 日(星期三)17:30 

地點：三重彭園餐廳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 

程序表： 

4 月 20 日(星期五)蘭城晶英酒店(宜蘭市民權路二段 36 號) 

18:00 歡迎 RI 社長代表暨保羅哈里斯之友晚宴 

4 月 21 日(星期六)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9:40 開始用餐 

11:00 社友進場、貴賓進場 

12:00 鳴鐘開會 

12:15 地區總監致歡迎詞、RI 社長代表致詞、貴賓致詞 

13:17 地區區務報告、地區年會秘書報告 

14:00 專題演講-「從工作到公益」台北亞都麗緻大飯店董事長 嚴長壽先生 

14:53 咖啡時間 

15:33 分組討論、提案討論、地區領導人培訓研習會 

【提案討論】 

黃文龍、吳振斌 

【分組討論】 

社員服務組：劉炳宏、服務計畫組：李榮鏗、扶輪基金組：林同義 

公共關係組：張富逸、行政管理組：謝堂誠 

16:42 提案討論會報告、分組討論會報告 

17:12 頒獎表揚(一) 

17:42 鳴鐘閉會 

18:00 晚宴 

介紹總監家庭、扶輪之夜 

4 月 22 日(星期日) 宜蘭運動公園(宜蘭縣宜蘭市中山路一段 755 號) 

08:50 社友進場 

09:00 鳴鐘開會 

09:10 介紹 2012 泰國曼谷國際年會 

09:20 介紹 2012-2013 年度總監當選人 

介紹 2013-2014 年度總監當選人 

介紹 2014-2015 年度總監提名人 

09:37 年會秘書報告 

09:42 RI 現況報告 

09:55 中華扶輪育基金會會務介紹 

10:05 頒發中華扶輪獎學金 

10:05 頒獎表揚(二) 

11:20 新扶少團介紹 

GSE 團員及團長致詞 

RFE 團員及團長致詞 

11:40 2012-2013 地區年會邀約 

地區總監致閉幕詞 

12:00 鳴鐘閉會 

12:00 惜別午餐會 

地區年會盃高爾夫聯誼賽頒獎、其他獎項頒發 



本週節目 
四月十四日 

第 1298 次例會 

節目介紹人：前社長 張茂樹 

主  講  者：亞東紀念醫院心臟血管內科 

專任主治醫師 杜宗明先生 

講      題：淺談高血壓 

 

下週節目 
四月二十一日 

第 1299 次例會 

國際扶輪 3490 地區第 22 屆地區年會，謹訂 

4/21(星期六)~4 月 22 日(星期日)假宜蘭運 

動公園舉行。 

請出席之社友務必穿著西裝、搭配總監致贈 

之領帶出席活動。 

例會報告事項 

(中華民國 101 月 04 月 07 日   第 1297 次例會) 

甲、一般捐款 承上期： $1,011,800

Archi 4,000 Roberta 1,000

Bank 2,000 Smile 2,000

Cathay 1,000 Stainless 2,000

Fuku 1,000 Stock 2,000

James 1,000 Sunny 4,000

Junior 1,000 Tea 1,000

Land 1,000 Tom 1,000

Masa 1,000 Tony 1,000

Master 1,000 葉皓城 3,000

Otoko 2,000  

小計：       $32,000 總計：    $1,043,800

 

乙、分攤捐款 承上期：   $994,400

Archi 5,200 Land 11,450

Bank 5,200 Roberta 5,200

小計：      $27,050 總計：   $1,021,450

 

出席報告 

(中華民國 101 年 04 月 07 日  第 1297 次例會) 
一、社員人數：                     58 名 

出席人數：                     40 名 
缺席人數：                     10 名 
出國人數：                      3 名 
免計出席：                      3 名 
補 出 席：                      2 名 
出 席 率：                      82% 

二、本次例會想念您! 
Abula、Aero、Dental、Duval、Gary、 
Herbert、Jerry、Jeremy、Main-Long、 
Picasso 

三、祝您旅途愉快! 
    AL、Noni、Wood 

敬祝 生日快樂! 

          邱顯清社友(04.20) 

劉炳宏社友(04.21) 

李錫泉社友夫人(04.20) 

葉進一前社長夫人(04.25) 

   敬祝 結婚週年快樂! 

張茂樹前社長(04.14)41 年 

賴光明社友(04.24)27 年 

郭祐福前社長(04.25)52 年 

扶輪知識 

【地區年會】 

扶輪社員應出席地區年會，這是每年一次展示扶輪社及地區活動的激勵性會議。 地區年會也是

一種家庭活動，它結合了聯誼與學習，使扶輪社員們能更直接參與擘畫地區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