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節目時間～ 

題目：何謂文化創意產業 

主講人：蛙神企業有限公司總經理賴鎮宇先生 

在回花蓮之前
沒有過接觸食品
業，一直在科技業
服務，為什麼今天
有資格跟大家談文
化創意產業？2004
年馬英九從市長要
出來選總統時，本
人受邀擔任科技產
業後援會執行長。 

文化創意產業
是一個系統，人類一輩子在做一件事，不斷把複雜事情簡單
化；把簡單系統化，而將其掌握在我們手裡。 

文化—以土生土長來解譯什麼是文化。人(是在這土地長
大）、原物料(是這塊土地生產出來)，而文化是這塊土地世世
代代產生的生活習慣。創意—突破(遇到問題透過經驗及技術
來解決問題才叫創意）。創意跟創新不同，創意是想法；創新
是做法，沒有把創意變成創新就不會產生價值。產業—要捲
動在地。 

如何將以前文化用新創意、作法來捲動更多人、更多資
源，只有賺錢才能幫助更多人，因此文化創意產業的核心就
是賺錢。 

為什麼我們的產品叫靚 ho，靚是乾淨而美麗，ho是歡迎
之意，不管是台語、客語及廣東話發音，都是好意思。產品
我們自己研發、生產，所有原料都是花蓮在地。整個品牌的
名稱、系統規劃，徹底改變花生是便宜的東西的觀念，透過
精緻及安全的包裝，解決黃麴毒素、油耗味的疑慮，讓品牌
具不可取代性，而其價值也透過文創成倍數。 

本人 18 歲離開花蓮，40歲回到花蓮，才開始真正認識花
蓮，很希望花蓮在地的農產品及花蓮核心價值讓更多人知
道。 

 

 

 
 

理事會名錄 

李昱 、鄭宗治 
汪譽正、黃安宏 
黃建華、陳勉志 
林裕煌、黃明健 
吳吉利、黃明隆 
吳睿綸、趙俊隆 
籃健銘、謝伯林 
安偉業、蔡志鴻 
蕭毅群、吳國璽 
孟憲法、周國正 

 

職員及五大主委 

社   長 : 李昱  

社長當選人 : 鄭宗治 

副 社 長 : 黃安宏 

秘    書 : 汪譽正 

財 務 長 : 吳國璽 

糾察主委 : 蔡志鴻 

節目主委 : 安偉業 

聯誼主委 : 黃明健 

行政管理 

委員會主委 
: 鄭宗治 

公共形象 

委員會主委 
: 籃健銘 

扶輪基金 

委員會主委 
: 蕭毅群 

服務計畫 

委員會主委 
: 趙俊隆 

社 員 

委員會主委 
: 黃明隆 

 
例會時間：每週一下午6:30 

例會地點：本社社館(花蓮

市國盛二街103號3樓之2) 

通 訊 處：同上  

電 話：03-8322086 

傳 真：03-8360920 

E-Mail：hharbor.rotary 

@msa.hinet.net 

 

節目：AN 

1. 6:00-7:00 餐飲時間、歌曲練唱 

2. 7:00社長鳴鐘開會、唱扶輪頌、宣讀四大考驗 

3. 聯誼時間－Window  

4. 扶輪知識時間－PP Engine 

5. 社長時間－由代理社長主持 

A. 秘書報告－Jeff 

B. 代理社長報告－PP Jason 

C. 各委員會報告 

6. 社友時間 

7. 出席報告－Chili 

8. 歡喜時間－Bulega 

9. 社長鳴鐘閉會 

 

出席報告～Chili 

社員人數 45人  

免計出席 3人 Telephone、EN、Leo 

出席人數 30人  

補 出 席 2人 Reg、Window 

缺席人數 10人 
Young、Camera、Engine、
Elephant、Civil、Yo chih、
Luke、King、Bennet、Simon 

出 席 率 76.2% 
 

歡喜時間～Bulega 

紅箱收入$22,000元 
【統一歡喜：社長 1,200

元、社長當選人$1,000

元、秘書 800元、出席社

友各$500元、未出席社友

各$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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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大
考
驗 

我們所想、所說、所做的事，應事先捫心自問－ 

1.是否一切屬於真實？ 2.是否各方得到公平？ 
3.能否促進親善友誼？ 4.能否兼顧彼此利益？ 

 



中華扶輪教育基金會 

捐款類別及使用辦法 

名稱 捐 款 方 式 捐 款 用 途 

個別 
捐款 

依社友個人或
各地區、各扶
輪社之意願樂
捐，金額及次
數不受限制，
採逐年累計。 

頒發國內碩、博
士班在學優秀青
年獎學金，為國
育才。 

冠名 
捐款 

個別捐款一次
捐新台幣十五
萬元或廿萬元
之社友，可聲
明以其個人名
義或公司名義
或指定特定人
之名義為冠名
獎學金。 

頒發國內外在學
博、碩士班研究
生獎學金，及獎
助出國留學獎學
金。或依其指定，
用於經基金會董
事會通過之社會
公益及文化教育
項目。 

永久 
基金 

個別或團體一
次新台幣十萬
元以上捐款 

只用息不用本，
用以厚實基金會
的基石。 

統一 
捐款 

台灣地區全體
社友每人每月
奉獻一杯咖啡
( 新台幣五十
元)，一年六百
元的捐款。 

頒發台灣扶輪大
使獎學金、獎助
國外來台就讀
碩、博士班之研
究生，及獎勵「傑
出/特殊人才」等
其他符合本會設
立宗旨之相關公
益性教育事務。 

 
第 2314 次例會記要 

聯誼時間～副主委 Paint 

 昨天台中港區社 PP Seadfood 的新
天地火災，社長今早有致電台中港
區社秘書了解，是神明廳悶燒，還
好沒有大礙。 

 恭禧 PP Toein 女兒於 8月 4 日文
定。 

 中秋晚會預訂在海崖谷舉行，細節
等確定再跟大家公告。 

社長時間～ 

秘書報告～Jeff 

1. 地區辦公室第 202122006 號函—敬
邀扶輪社友、寶眷、扶青社友、服
務夥伴及扶輪之友，踴躍報名參加
RPC21Manila RI 社長會議。 
A. 時間：2021年 11月 26-28日 
B. 地點：菲律賓馬尼拉(因疫情關

係，將採線上虛擬會議進行，全
程皆有中文同步翻譯）。 

C. 費用：早鳥價 20美金(前 6000
位報名)，之後報名者 28美金。 

2. 地區辦公室第 202122007 號函—敬
邀各社愛心參與 2021-22年度地區
世界社區服務「行動服務幸福花蓮
—南花蓮就醫巡迴車募集計畫及南
花蓮公立小學識字能力提升計畫」 
A. 南花蓮就醫巡迴車募集計畫—預

算新台幣六百萬元，購置兩輛就
醫巡迴車，各捐贈予衛生福利部
立玉里醫院及臺北榮民總醫院玉
里分院，協助解決南花蓮地區就
醫困難問題，每一冠名單位新台
幣 10 萬元，計 60個單位，可
個人或集合冠名捐贈。 

B. 南花蓮公立小學識字能力提升計
畫—計畫預算美金 40萬元，為
南花蓮十所公立小學改善教學空
間及設備，並提供教學技巧訓
練，協助解決偏鄉小學識字教育
問題，以全球獎助金計畫申請，
扣除相關配合款，需募集美金
30 萬元，每一冠名單位美金
1000 元，計 300 個單位。 

社長報告～Ceiling 

 看到大家踴躍出席例會很開心，希
望下次可以坐滿。 

 昨天是爸爸節，祝大家父親節快
樂。 

 關於中秋聯歡晚會的場地，也詢問
過飯店，但因為疫情之關係，目前
還是受限於 50 人，所以與聯誼決
定於戶外舉辦。 

 關於台中港區社前社長 Seadfood
新天地火災一事，本人有打電話問
他們秘書 Jelly，很特殊的情況，
頂樓火災而樓下大排長龍取外帶
餐。另他也分享 1.到美國打疫
苗，目前已打完第一劑，將等 28
天打第二劑後返台 2.他們社例
會，受限於室內 50 人之規定，以
１次開２廳(社友、夫人分開)方式
舉行。 

 今天邀請貴賓賴先生分享文化創意
產業，請各位社友專心聆聽。 

 社友家中有適齡的小扶輪有意願參
與明年的 RYE交換，請趕快向秘書
處回覆。 

各委員會報告： 

扶輪基金委員會主委～PP Ivan 

 本社之中華扶輪獎學金申請開始受
理，社友身邊有認識優秀的研究
生，歡迎推薦。 

服務計畫委員會主委～Longer 

 贊助社福單位計畫謝謝大家支持，
目前累計贊助款$330,000 元，預
計於 8月 30日截止，也將結合公
共關係，以社名義進行捐贈。 

 今天的理事會將討論國風國中籃球
培育計畫，這是在原計畫外的案
子，主要贊助球隊的外套跟上衣。 

社員委員會主委～Marlon 

 希望賴總可以考慮加入港區社，打
球很快樂加入港區社更快樂。 

社友時間～ 

PP Toein： 

 本人的大女兒 8 月 4 日文定，與各
位在此分享喜訊，也謝謝各位社友
的祝福。 

 關於贊助社福單位之計畫，本人捐
３萬元。 

PP Genius： 

 希望林先生的加入讓港區社更年輕
化。最近雖然疫情，但大家還是都
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努力。上週本
來要去打早球，沒想到要出發時因
為雨勢而取消，真是天不從人願。 

～例會翦影～ 

 
歡迎貴賓 

 
致贈講師車馬費及社旗 

貴賓～林坤宏先生： 

 謝謝 PP Jaosn 帶我進來這個家
庭，在這裡感覺很溫馨，本人目
前於晶華傢俱擔任經理，歡迎各
位有機會到賣場，並給予指教。
家裡成員簡單，媽媽是房仲、爸
爸是廚師、弟弟都在國外工作，
本人是三年前回到台灣，小時候
的環境並不是很好，現在有一點
點的成就，要感謝這個社會的支
援，有機會也想回饋。剛主委提
到的國風籃球隊需要贊助，我也
是國風籃球隊，也想對母校盡點
力。而興趣以前是打籃球，但現
在比較沒有時間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