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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協會宗旨 

協助企業發展與會友個人成長 

 

 

 

永續核心價值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永續第 30 屆年度會務方針 

轉變 轉念 學習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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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    

     

    過年前大陸武漢爆發新冠狀病毒傳染病的群聚感染，傳染力相當驚人，感

染的人數以倍數在成長，國人也都相當關注及擔心，深怕 SARS的歷史事件會

重新來過，也因有 SARS的前車之鑑，故此次防疫工作較不會像上次那樣驚慌

失措，雖然在國內仍然未發生群聚感染，但以中國大陸封閉了許多大城市看來，

此次的疫情絕不可等閒視之。 

    2月 9日是我們永續新春聯誼的大日子，聯誼組常務悅揚及組員相當認真

的籌備與規劃了許久，但為怕群聚感染，應避免團體戶內活動，而許多會友對

於疫情亦有所顧忌下，經再三的思考及與理監事討論後決議延期至端午或中秋

時再舉辦，這也是永續第一次停辦新春聯誼，雖然對活動有所期待，但為了此

次疫情控制也不得不作此決定了。 

    此次疫情對於產業衝擊最大的莫過於觀光業及在大陸投資的台商了，尤其

是觀光業損失相當慘重，不論是國內或國外的旅行團或自由行都取消或延期，

計畫來台觀光的陸客此時亦無法入境，觀光業的寒冬正要開始，也牽動了其他

產業，在 2003年時 SARS對於台灣的經濟影響，第二季出現非常大的反動。台

灣的 GDP 在 2003 年四季的成長率分別為：1－3 月 5.17％、4－6 月-1.15％、

7－9 月 5.41％、10－12 月 7.26％。顯示 SRAS 的恐慌、導致消費、生產以及

企業投資停滯的現象，對台灣經濟帶來相當大的影響，而此次新冠狀病毒疫情

更甚，可預期這對今年各產業也有所衝擊及影響，會友們不得不注意。 

    不管疫情對產業界影響如何，最重要的還是要照顧好自己的健康，多運動、

充足的睡眠、均衡的飲食是抵抗疾病的不二法門，畢竟「留的青山在，不怕沒

材燒」，天祐武漢、天祐台灣！ 

 

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109/02/10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econ_obs_cont.aspx?MmmID=3001&CatID=2&MSid=2001
https://www.taipeiecon.taipei/econ_obs_cont.aspx?MmmID=3001&CatID=2&MSid=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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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壽星會員 

 

 

 

 

 

 

 

 

 

 

 

 

  

  

錢  禛 02/01   劉黃涵琳 02/02 

吳思萱 02/03   黃韋源 02/04 

胡海音 02/12   顏淑霞 02/12 

陳英賢 02/14   楊月雲 02/14 

沈慧珊 02/15   林鐵峰 02/16 

王志雄 02/18   林語桐 02/21 

陳怡靜 02/23   徐立聲 02/25 

柯勝人 02/25 

柯勝人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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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入會新會員介紹 

 

姓 名：林佩琪 小姐   (個人會員)   

介 紹 人：陳羿伻     109年 02月份入會  

服務單位：五木生技有限公司   職稱：營運總監 

經營項目：木系初衷,宜居,手創,響食,美學 
興趣休閒：逛街/看書/賺錢 

經營理念：以人為本/環境共生/企業社會責任 

人 生 觀：沒有成功或失敗,只有要做與不做 

  

姓 名：羅翊方 小姐   (個人會員)   

介 紹 人：張兆正      109年 02月份入會  

服務單位：有限責任高雄市安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   職稱：執行秘書 

經營項目：長期照顧服務 

興趣休閒：看電影、喝咖啡、旅遊 

經營理念：積極創新，奉獻合作 

人 生 觀：把握當下，及時行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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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記錄    

【第三十屆第四次(二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9 年 02 月 04 日(星期二)  18：30~21：30 

二、地點：寒軒和平店二樓 

三、主席：張兆正 理事長     司儀：魏毓奇總幹事    記錄：會務秘書 蔣正玲 

四、與會人員：出席人員含理事長共計 17 人。 

 常務理事：馮泓圍副理事長、嚴智譯、簡裕原、張悅揚 

 理事：陸瑞松、李威宏、陳晉南、陳虹彰、張司蓉、陳羿伻、王志雄、楊鳳錦。 

 監事：王榮富常務監事、林志鴻、張英忠、沈慧珊。 

(請假人員共計三位：沙振言理事、蘇一峰理事、蘇幸美監事) 

列席人員：共計 7 人。。 

 常務顧問：林鐵峰、宋明政、王志豪、黃海靖等 4 人。 

 會務人員：魏毓奇總幹事、蔡奕辰副總幹事、許碧玲財務長等 3 人。   

五、與會人數已達法定人數，主席宣佈開會。 

六、朗讀永續協會宗旨 

七、會議程序： 

（一）確認議程：修改第一案辦法內容。 

（二）主席致詞：感謝大家於冠狀病毒防疫期間還能踴躍出席參加會議，提醒大家多

平日多注意健康防疫及保暖。 

（三）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總幹事—魏毓奇 

第一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一月份月例會陳怡安老師人文精神講座講綱討論案 

決  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狀況：顏海錀老師已於月例會，依通過的主題及講綱完成此次演講。 

 

第二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二月份月例會暨 109 年新春聯誼活動相關討論案 

決  議：表決結果通過新春聯誼團拜活動訂於 109 年 02 月 09 日台南奇美博

物館，請聯誼組妥善規畫相關活動。 

執行狀況：(1.)已向奇美博物館發文申請此次的活動。 

          (2.)活動安排及流程原已訂定，但為因應武漢肺炎防疫應變，將在

此次會議討論是否需做變動，及後續措施。 

 

第三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三月份新會友聯誼活動討論案 

決  議：已於確認議程時撤銷此提案。 

執行狀況：無。 

 

第四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三月份例會講師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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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表決結果通過邀請上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蔡紹豪執行長擔任三月份

月份例會講師。請於下次理監事聯席會，提出主題與相關活動細節

計畫。 

執行狀況：已備妥主題及詳細活動規劃，將於本月份理監事會提出討論。 

 

第五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四月份月例會講師討論案 

決  議：表決結果通過邀請「台灣與國際繪本界接軌的推手」，現為格林文

化發行人郝廣才先生擔任講師，講師費為三萬元(含交通費)，請於下

月理監事會提出主題及詳細工作計劃。 

執行狀況：已備妥主題及詳細活動規劃，將於本月份理監事會提出討論。 

 

第六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由：年度會員紀念品討論案 

說  明：依會務年度預算及執行計畫辦理，贈送 polo 衫 

決  議：表決結果通過本屆會員紀念品採用男女 polo 衫(男款為天藍色、女款

為鮮黃色)，每件單價 650 元。 

執行狀況：已開始調查各會員所需尺寸，將於完成後備妥發放給大家。 

 

第七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新會員入會申請討論案 

決  議：經表決通過黃韋源先生、陳柏宏先生、曹聖宏先生三位新會員入會

申請。惟曹聖宏先生因為尚未參加月例會活動，故其入會資格延於

參加一月份月例會活動後再行生效。 

執行狀況：曹聖宏已參加一月份月例會，所以其入會資格也已完成。 

 

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蔡奕辰 

◎時間：109 年 1 月 12 日(星期日)AM 09:45~12:00 

主題：藝文導覽：「身之印」（Tattoo）: 

地點：高雄市立美術館 1 樓大廳 (地址:鼓山區美術館路 80 號) 

導覽人：蘇文呈 先生 

參加人數：會友 18 位，來賓 4 位，共 22 位。 

說明：蘇文呈大哥，長期擔任高美館藝文導覽人，略為嚴肅正經的外表下，

有著對藝術美學的熱情，導覽沿著個展主軸，再加入活潑吸引人的補

充故事，豐富生動，會友總能看到些門道，又感受到藝術的趣味熱鬧。 

 

◎時間：109 年 1 月 14 日(星期二) PM18:30~PM21:30 

主題：真善美的人僕 -- 陳怡安老師的教導與我的踐行 

地點：寒軒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33 號五樓) 

參加人數：會友 57 位，來賓 3 位，總計參加人數 60 位。 

說明：陳怡安老師自從創會以來一直是永續協會的精神導師，雖然他已辭世，

但其精神仍在本會的會友們心中留下深刻的影響。顏海錀 Helen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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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業有成的同時，她發願盡一切可能幫助仍在坎坷人生道路上困頓

與掙扎的人們更有力量面對、突破難關，這也符合 Helen 老師的恩師

已故陳怡安老師的中心思想：「讓每個人都可以是彼此的老師，運用

所學實踐在生活裡，並在做中學習、錯中成長、愛中扶持」的人文精

神。  

 

3. 財務報告：財務長—許碧玲 

【永續協會第 30 屆財務明細】109 年一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協會 109 年 01 月 01 日~109 年 01 月 31 日止收入明細： 

 新會員會費收入：5,000 元 

 個人年費：84,000 元 

 餐費收入：100,000 元 

 新會員年費收入：6,000 元 

 新會員餐費收入：6,000 元 

 贊助收入：16,000 元 

 上屆結餘轉贈：22,149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一月份收入金額為 241,249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563,249 元。 

◎協會 109 年 01 月 01 日~109 年 01 月 31 日止支出明細： 

 新會員會費轉入基金：5,000 元 

 月例會餐費費用：31,500 元  

 理監事餐費：15,000 元 

 講師費用：25,000 元 

 印刷文具用品：1,623 元 

 郵電費：72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其他支出：1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一月份支出金額為 91,295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155,724 元。 

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一月份總計存款餘額為 407,525 元。 

【永續協會基金】109 年一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第 29 屆結餘：1,168,836 元。 

 上期收入 5,000 元，本月新增收入：利息收入 646 元，新會員入會費：5,000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10,646 元。 

永續協會基金截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1,179,482 元。 

【永續協會社會關懷愛心基金專戶】收支明細如下： 

 29 屆結餘：219,394 元 

 上期收入 28,500 元，本月新增收入：16,400 元。 

       永續愛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44,900 元。 

愛心基金截至 109 年 01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264,29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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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企研組  副理事長 馮泓圍  

三月份月例會講座講綱內容將於本次會議提案確認，小組會也擬朝向月例會

講座主題規畫。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簡裕原  

四月份月例會講座講綱內容將於本次會議提案確認。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2/9 舉辦新春聯誼，因逢防疫期間而臨時取消。聯誼組將於本次會議再次提案

討論聯誼活動的變更方案。 

2/25 小組活動將於福華飯店 5F 舉辦，邀請非凡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汪

立敏總經理前來分享『舒心旅遊－尋找台灣私房景點與特色餐廳』，提前準備

下一個旅遊計畫。 

3/3 舉辦會友訪視活動，為了讓新舊會友可以更快的認識，今年將增加會友訪

視的次數，每次訪視的對象將選擇一位資深會友及一位新會友。本次受訪會

友為資深會友陸瑞松理事以及新會友楊鳳錦理事。 

五月份國內旅遊依照計畫規劃提案。 

(4.) 常會組  常務理事 嚴智譯  

近期無活動規劃。請大家提供需要社會關懷的團體資訊，提供常會組探訪視

察舉辦活動。 

(5.) 讀書會  輔導會長 李威宏  

2 月 11 日(二)於瑟拉威藝廊咖啡館舉辦二月份讀書會，邀請王志豪常務顧問擔

任導讀，導讀書目為『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6.) 登山隊  副隊長 楊鳳錦  

3 月 22 日(日)匠愛家園公益路跑活動報名達 48 人，期待活動圓滿。 

(7.) 高球隊  總幹事 陳晉南  

2 月 12 日(三) AM 10：30 於大崗山高爾夫球場舉辦第二十六屆高爾夫球聯誼

會 2 月份月例賽。 

2 月 26 日(三)新手訓練營開辦，歡迎有興趣學習的會友踴躍報名參加。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109 年 02 月 09 日二月份月例會新春聯誼團拜活動｣活動取消及變更事項討

論案 

辦  法： 

1. 2/9 新春聯誼活動如期舉辦。 

2. 2/9 新春聯誼活動取消。 

3. 2/9 新春聯誼活動取消，改贈送會友等值 1000 元禮券。 

4. 2/9 新春聯誼活動延期至端午或中秋舉辦，由聯誼組規劃另行提案。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 2/9 新春聯誼活動延期至端午或中秋舉辦，由聯誼組規劃另

行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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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109 年 3 月份月例會經濟管理講座主題、講綱、講師費用討論案 

辦  法：三月份月例會講座已通過邀請上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蔡紹豪執行長擔任講

師。本次會議提出講座主題講綱及講師費用，請理監事會議決議。 

  1.講座主題：「2020 選後高雄房市趨勢分析」 

   講綱題要： 

(1.) 近年房市走向數據分析 

(2.) 人口結構改變房市趨勢 

(3.) 總統大選後房市怎麼走 

(4.) 武漢疫情對房市之影響 

(5.) 掌握未來高雄發展契機 

  2.講師費用：本次月例會講師費用$6000/次，無頇交通費或其他費用補貼。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講座主題講綱及講師費用$6000。會議中所提供的建議再請

會務組與講師商討配合。 

 

第三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四月份月例會講座主題與講綱確認案 

說  明：四月份月例會講座已通過邀請格林文化發行人郝廣才先生擔任講師及講師

費用，本次會議提出講座主題與講綱，請理監事會議決議。 

◎ 主題：今天 

◎ 大綱： 

1.一天一則精選的真實故事.回到每一個改變世界的瞬間。 

2.橫跨東西.貫穿古今.集結各種領域的動人故事.讓你洞察世界改變人生。 

3.收錄真貴的照片及圖像親眼見証每個歷史現場。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四月份月例會講座主題及講綱。 

 

第四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第 30 屆 109 年國內旅遊行程討論案  

辦  法:提供二個旅遊方案選擇，請理監事討論決議 

(1.)遨遊假期提供 武界部落探訪之旅(二日遊)   

(2.)遨遊假期提供 金門戰地之旅(三日遊)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於 5/22~5/24(五~日)舉辦金門戰地之旅(三日遊)旅遊。 

 

第五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新會友入會申請討論案 

說  明： 

1. 林珮琪小姐：任職於五木生技有限公司擔任營運總監一職，經由陳羿伻理事

介紹參加協會活動，認同協會宗旨及性質，參加次數已達入會申請資格。 

2. 羅翊方小姐：任職於有限責任高雄市安祥照顧服務勞動合作社擔任執行秘書

一職，經由張兆正理事長介紹參加協會活動，認同協會宗旨及性質，參加次

數已達入會申請資格。 

決  議：經表決通過林珮琪小姐及羅翊方小姐入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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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自由發言 (略) 

 

(七) 講    評 

 王榮富常務監事：會議順暢，只是在今天討論過程中，理監事的發言不多、

提出意見太少，提醒能多觀察討論資料的細節部分，提出意見發表想法，才

能充分發揮與學習。目前理監事會議出席率非常好，請繼續保持。 

 林鐵峰常務顧問：主持會議成熟度比上一次更好。 

 宋明政常務顧問：新春聯誼活動已公告取消舉辦，所以理監事會在程序上提

報追認通過即可，後續處理方案再提討論案。協會已經有針對月例會講座討

論的固定時程表，所以請各組依據討論時程提出詳細正確有內容性的資料來

提案。會議討論中常務顧問應多把發言機會留給理監事，讓理監事自由運作，

最後再做講評。 

 王志豪常務顧問：會議氣氛佳，新會友招募踴躍，期待更多菁英會友加入。

通過金門旅遊行程，可再商請遨遊假期規畫更優質好玩的行程及可接受的費

用。 

 黃海靖常務顧問：多把發言機會留給理監事。因為新春聯誼活動臨時取消，

大家也藉此機會學習到「追認」案及修正提案辦法的細節。 

(八) 主席結論：新春聯誼活動因疫情而延期，請理監事們隨時注意保護本身健康狀況。

也藉此機會向大家拜年，祝福鼠年新春如意。今年大家的參與率都很

好，請繼續維持一起為社團努力。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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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一、 二月十一日   (星期二)  二月份讀書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屆 二月份 讀書會 活動通知 

◎ 書    名: 原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 時    間: 109年 2月 11日(星期二) 18:30用餐 19:30 開始(120分鐘) 

◎ 地    點: Cest La Vie 瑟拉威藝廊咖啡館  (地址:民族二路 66號) 

◎ 導 讀 人: 王志豪 顧問 

◎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歡迎邀約眷屬及來賓一同參加。 

◎ 費    用: 餐飲低消 

◎ 注意事項: 
1.餐飲低消每人至少一杯飲料或餐點. 

2.民族路及中正路口有大型自費停車場. 

說明: 

每天都進步 1%，一年後，你會進步 37倍；每天都退步 1%，一年後，你會弱化到趨近於 0！ 

善用「複利」效應，讓小小的原子習慣利滾利，滾出生命的大不同！天天細微改變，會累積成巨大差

異，這就是原子習慣的驚人力量！ 

本書提供的系統性方法不只適用於個人，還能運用在…… 

  ‧商業：讓顧客養成購買你的產品或服務的習慣 

  ‧親子教養：讓孩子養成良好的生活習慣 

  ‧教育：讓學生建立良好的讀書習慣 

◎你可以在這本書中學到的 10件事： 

  ‧建立一套每天進步 1%的系統 

  ‧戒除壞習慣，保持好習慣 

  ‧避免多數人在改變習慣時常犯的錯 

  ‧克服「缺乏動機和意志力」的問題 

  ‧建立更強大的身分認同與信心 

  ‧騰出時間建立新習慣（即使你忙瘋了） 

  ‧設計讓你更容易成功的環境 

  ‧做出可以造就巨大成果的微小改變 

  ‧在養成好習慣的路上走偏時回到正軌 

  ‧將本書中提到的概念運用在實際生活中 

 

第三十屆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讀書會會長 施明宏      

       副會長 詹惠真    

     輔導會長 李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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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月十二日   (星期三)  高爾夫球聯誼會月例賽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第二十六屆高爾夫球聯誼會】 

109年度 2月份月例賽比賽通知 

日期時間 109年 2月 12日 (星期三)  報到時間：AM 10：30  開球時間: AM11：00 

球賽地點 大岡山高爾夫球場 餐會地點：球場餐廳  

球場地址 高雄市田寮區長山路 1號   07-6366411 

比桿賽與比洞賽得不同： 

1. 形式上的差異 ~ 

高爾夫的比賽形式比桿賽及比洞賽兩種。無論是職業賽或業餘賽均以比桿賽的形式

較為常見。所謂比桿賽，就是將每一洞的桿數累計起來，待打完一場(十八洞)後，

把全部桿數加起來，以總桿數來評定勝負。比洞賽亦是以桿數為基礎，然其不同處

於比洞賽是以每洞之桿數決定該洞之勝負，每場再以累積之勝負洞數來裁定成績。 

2. 省略進洞之差異 ~ 

比桿賽規定必頇待球被擊入球洞後，才可移往下一洞的開球台去開球。而比洞賽是

在每一洞就決定勝負，因此只要對方同意就不必堅持球皆需進洞之原則。 

罰則之差別 在比桿賽和比洞賽中，選手違反規則所受之處罰也有所不同。一般而

言，比桿賽的罰則是罰兩桿，而比洞賽的罰則為處罰其該洞輸球。 

 

一、麻煩各位會友踴躍出席比賽,天氣寒冷注意保暖.謝謝大家。                                                                     

二、期待會友踴躍參賽並讓球賽順利完成。 

 

         會  長：張兆正    副會長：馮泓圍            

報名處~總幹事：陳晉南 0925~260862        

             財務長：陳虹彰 0933~281940      聯合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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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二月二十五日 (星期二)  聯誼組小組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 二月份 聯誼組 小組活動通知 

◎主     題： 舒心旅遊－尋找台灣私房景點與特色餐廳 

◎時     間： 109 年 2月 25日(星期二)  18:30~21:30 

◎地     點： 

寒軒國際大飯店(苓雅區四維三路 33號) 

2F茶苑  18:30~19:30 用餐  

3F會議室 19:30~21:30小組活動 

◎講     師： 非凡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汪立敏總經理 

◎人     員： 歡迎所有會友參加 ,並請邀約好友與會  

◎參加費用：  

沙拉吧 350元/人 起 

(經理監事決議，無論是否用餐，參與人員皆需收費。 

另素食人員請先告知可安排素菜) 

◎說明：  

每年的旅遊旺季總是人擠人？排隊排排站？無盡的車陣，停停

走走，全家大小一起出遊突然是一件累到不行的苦差事。聯誼

組邀請您來聽聽【非凡國際旅遊旅行社  汪立敏總經理】的分

享。雖然武漢肺炎的疫情加劇，但是總有雨過天晴的一天，提

前準備下一個旅遊計畫，尋找台灣私房景點與特色餐廳，為新

的計劃添上新的色彩！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聯誼組主辦                        

指     導  張悅揚   0919-136701 

   小組會主辦人 沙振言   0931-690917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14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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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月三日   (星期二) 會友訪視活動 

 

高 雄 市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協 會 

第 30 屆 3 月份會友訪視通知 

◎主題： 3 月份會友訪視活動 

◎時間： 109 年 3 月 3 日(星期二) 14:00~17:00  

◎地點： 陸瑞松理事辦公室(地址:高雄市楠梓區藍田路 10 號) 

◎受訪人: 受訪會友:陸瑞松 理事、楊鳳錦 理事 

◎訪問者: 沈慧珊 監事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歡迎邀約眷屬及來賓一同參加 

◎說明: 

過去的會友訪視都是訪視新會友，從 29 屆開始安排了訪視舊會友，反

應很好，故今年的聯誼組將延續此活動，為了讓新舊會友可以更快的認識，
今年將增加會友訪視的次數，每次訪視的對象將選擇一位資深會友及一位

新會友。 

此次訪視為資深會友陸瑞松及新會友楊鳳錦，陸瑞松會友原本從事進
口瓷磚生意後來轉做系統傢俱設計與規劃，現今的人們對房子的裝潢是有

很高的要求，看他如何使出渾身解數讓客戶們喜歡他的規劃。 

另新會友楊鳳錦，她從事專業護理工作多年，後轉行做坐月子餐，她
的創業過程及經歷如何期待會友們撥空參與聊解。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主辦：聯誼組 

  聯誼組指導  張悅揚 0919-136701     

召集人  陳虹彰 0933-281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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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月三日    (星期二)  三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1. 時    間：民國 109 年 03 月 03 日 (星期二)  18：30~21：30 

2.  地    點：寒軒和平店二樓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33 號)   

3. 主    席：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4. 與會人員：全體理、監事 

5. 列席人員：歷屆前理事長、第 30 屆常務顧問及候補理監事、會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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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月十日     (星期二)  三月份讀書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 三月份 讀書會 活動通知 

◎ 書    名: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作者:哈拉瑞 

◎ 時    間: 109年 3月 10日(星期二) 18:30用餐 19:30 開始(120分鐘) 

◎ 地    點: Cest La Vie 瑟拉威藝廊咖啡館  (地址:民族二路 66號) 

◎ 導 讀 人: 李威宏 理事 

◎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歡迎邀約眷屬及來賓一同參加。 

◎ 費    用: 餐飲低消 

◎ 注意事項: 
1.餐飲低消每人至少一杯飲料或餐點. 

2.民族路及中正路口有大型自費停車場. 

說明: 

「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作者哈拉瑞，用一本不到五百頁篇幅的書，用清

晰可讀的散文，不填圔一堆令人暈頭轉向的年份、人名、地名、稱號，就能涵蓋了人

類如何崛起、如何被農作物綁架……乃至影響現代生活甚巨的資本主義、一神教、自

由人文主義、基因工程……如何興盛的重大脈絡，讓你洞悉其中的關鍵和意涵。 

 

本書給讀者一個完整的人類歷史輪廓，分成四部分來描述人類大歷史： 

1.『大腦的認知革命』：七萬年前，有能力談八卦，想像不存在的事物，讓陌生人開始

合作、建立組織。 

2.『農業革命』：一萬兩千年前，讓我們渴求更多、生產更多，分工分職愈趨細膩。 

3.『人類的融合與統一』：金錢、帝國、宗教，導致全球大一統、人類大融合的關鍵因

素。 

4.『科學革命』：五百年前，帶來快速進步，讓我們擁有上帝的力量，也帶來毀滅。 

 

這是一本把故事說得很棒的書，從歷史學、科學、生物學、哲學…著手，用宏觀的角

度，抓取影響人類重大事件的轉折或影響，深入淺出，讓我們知道人類是如何走到現

在，並思索未來要如何前進，一本值得大家來了解的歷史科普書籍 

 

第三十屆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讀書會會長 施明宏      

       副會長 詹惠真    

     輔導會長 李威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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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三月十一~十二日   (星期三~四)  高爾夫球聯誼會外地賽 

 

【第二十六屆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高爾夫球聯誼會】 

109年度 3月份 月例賽  比賽通知 

日期時間 
109年 3月 11(三)~ 3月 12(四)   

報到時間：AM 10：30  開球時間: AM11：00 

球賽地點 豐原高爾夫球場，國際高爾夫球場 餐會地點：台中長榮桂冠酒店  

球場地址 
台中市豐原區水源路坪頂巷 23號 (04)25222835  

台中市北屯區北坑巷 21之 8 號 (04)2239-1172 

台中外地賽行程簡介： 

3月 11日(三)→台中市豐原區 豐原高爾夫球場(18洞)TEE OFF AM 11：00分 

3月 12日(四)→台中市北屯區 國際高爾夫球場(18洞)TEE OFF AM 07：30分  

3/11宿一晚台中長榮桂冠酒店(含早餐+服務費),200萬旅行平安險+3萬醫療險 NT100元(共 2日) 

1. 行程費用 ------NT5990 元/人【雙人房/含早/含 2場球敘/保險】 

2. 行程費用 ------NT7340 元/人【單人房/含早/含 2場球敘/保險】 

3. 眷屬不打球費用 ----NT800 元/人【雙人房/含早/含保險】 

 
一、麻煩各位會友踴躍出席比賽,天氣寒冷注意保暖.謝謝大家。                                                                    

二、期待會友踴躍參賽並讓球賽順利完成。 

 

          會  長：張兆正     副會長：馮泓圍            

報名處~總幹事：陳晉南 0925~260862        

             財務長：陳虹彰 0933~281940      聯合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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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三月十七日   (星期二)  三月份月例會暨經營管理講座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三月份月例會【經濟趨勢講座】活動通知 

◎主題：  2020高雄房市趨勢分析 

◎時間：  

108 年 03 月 17 日(星期二)  PM18:30~PM21:30 
PM18:30~PM19:30 餐會時間及月例會  
PM19:30~PM21:30 講座時間  

◎地點：  
寒軒大飯店和平店五樓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ㄧ路 33 號  電話：07-7239911 

◎講師：  上揚建設 蔡紹豪 執行長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歡迎邀約眷屬及來賓一同參加 

◎參加費用： 

永續會友免費參加。 
會友的配偶、直系親屬及會友公司員工：收費 500元/人： 
其他邀約來賓：收費 700 元/人： 
（經理監事會決議，無論是否用餐，參與來賓皆需收費。 
  請會友事先告知來賓） 

說明： 

    總體經濟因素的變動往往牽動都市、地區、國家或國際間的房地產市
場波動， 並吸引許多專家學者的研究。房地產市場始終有著次市場的差異

化，同一國家不同都市間，或不同都市相同性質之產品型態間，亦都存在

著差異，當遭逢總體經濟變數變動時，不同都市間呈現出不同的對應關係。
而有專家學者研究指出，以貨幣總計數與購屋貸款利率與五都的房地產的

價格關係最密切，由此可知貨幣政策對房地產價格的影響確實較大。 

 
   房屋價格一直是個很重要的民生議題，本次月例會講座，非常難得能邀

請到達人級的資深房地產戰將 蔡紹豪執行長來和大家分享解析，到底在景

氣快速變動與政黨更迭的 2020後，高雄市的房地產未來走向為何?到底該
買在哪裡、賣在哪裡?不論你是要買屋成家、投資置產，本次講座絕對會讓

你對於 2020 後的高雄房地產，有更清楚的方向與答案。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主辦：企研組  
                               指導人    馮泓圍 
                               召集人    蘇一峰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20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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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投稿 

 

無論是會友訊息通知、心得經歷分享會友公司商機媒合、生活消費好康報報等，

永續會訊歡迎各位會友踴躍投稿分享。 

「永續會訊」有了您的參與，將更加豐富、熱鬧繽紛。 

下期「永續會訊 109 年三月號」〝會友投稿〞，截件日為 108 年 03 月 15 日  

會務信箱－egc.egc @ msa.hinet.net 

會務電話－07010080768 

 

任何會務建議及會友通訊資料異動時，敬請與會務中心聯絡。謝謝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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