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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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理事長的話  

永續的會友這陣子大家辛苦了，因為疫情的關係許多會友的公司業務都受到了
影響，因之前對新冠病毒混沌不明，協會因此取消了一些活動，現今對於病毒
特性已稍有認識，且因政府超前部署下，疫情控制得宜未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
故協會在不違反中央疫情中心規定下將於五月起逐步恢復一些活動，且經常務
及理監事討論後訂立一些方案如下： 

1. 今年度協會取消之活動至年底時若有剩餘預算將由財務長許碧玲核算後，

將提請理監事會表決，今年繳交全部會費之會友，明年會費或餐費將酌予減
收。 

2. 協會進行任務編組，組長由理事長、理監事、會務幹部擔任，進行紀念品
及生日禮物之發送，並進行會友關懷，會友若因疫情導致經營問題，協會將組
專案小組予以協助處理。 

3. 企研組將蒐集政府之輔導、補助方案提供給會友參考。 

以上為目前會務規劃的目標，亦要視疫情發展狀況而定，在遭遇這世紀災難的
同時，望會友多關心自己的健康，也祝福所有會友皆能平安、事業得以永續，
感恩！ 

                              

 

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109/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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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份理事長的話  

    很開心又是零確診，且已 20幾天無本土病例，自從一月份爆發疫情以來，

每天都嚴正以待，最近又碰上敦睦艦隊的群聚感染事件，還好政府防疫處置得

宜且國人同胞的全力配合，讓第一波的疫情沒有再繼續延續，著實讓人喜悅。 

    此次的疫情對經濟的影響甚鉅，藉著發送協會 polo衫的機會順便做了會

友關懷，有些會友企業受創嚴重，尤其是旅遊及餐飲業為首，故四、五月份理

監事會特別選擇會友的餐廳召開，一來可以照顧到會友，另外也可了解其受創

程度設法予以協助，也希望會友們有時間時多關照他們一下。 

    受疫情影響，協會大部分活動都停辦，在辦與不辦間有許多掙扎，辦怕會

群聚感染，不辦時會友都沒聚會及學習，關係會較為疏遠，還好疫情漸趨緩和，

故五月份開始恢復了小組會、讀書會及登山隊活動，已協調各機能小組做好防

疫的措施，若疫情沒有再擴大跡象，六月份月例會也會恢復辦理。今年因疫情

的關係會友們聚會學習的機會減少很多，望各位會友多把握，儘量參加協會活

動。 

    本屆原本設定一些目標，但因疫情破壞了原有的計畫，故不得不加以調整

成以維繫舊會友及輔導明年會務為主，期望會友都能平安順利。本月份更是感

恩母親的月份，在此向所有母親獻上最深的敬意及祝福，母親節快樂！感恩有

你。 

 

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109/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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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壽星會員 

 

 

 

 

 

 

四月份壽星會員 

 

 

 

 
 

 

五月份壽星會員 

 

 

 

 

 

孔正富 03/02  詹德行 03/05 

黃淑芬 03/14  魏毓奇 03/24 
巫文瑜 03/28  陳文進 03/29 
林志鴻 03/30

蔡明輝 04/01  陳虹彰 04/01 
宋孟芳 04/01  林茂豐 04/03 
張文雄 04/09  馮泓圍 04/11 
宋聖容 04/18  林坤山 04/20 
蔡奕辰 04/22  許碧玲 04/24 
陳國宗 04/29

陳義郎 05/05  曾世賢 05/09 
李文華 05/14  王榮富 05/14 
嚴智譯 05/19  李瑞國 05/20 
潘徽正 05/24  蔡美華 05/25 
羅啟和 05/28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同心結合        互通訊息          5         永續經營        無限發展  

 

 

 會議記錄    

【第三十屆第五次(三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9 年 03 月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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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奕辰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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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振言、陳晉南、陳虹彰、張司蓉、王志雄、楊鳳錦。 

 監事：王榮富常務監事、蘇幸美、林志鴻、張英忠、沈慧珊。 

(請假人員共計三位：理事--李威宏、蘇一峰、陳羿伻) 

列席人員：共計 5 人。。 

 常務顧問：林鐵峰、宋明政、黃海靖等 3 人。 

 會務人員：蔡奕辰副總幹事、許碧玲財務長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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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提案討論--三、四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是否取消舉辦。 

（二）主席致詞：因新冠狀肺炎防疫，許多活動都因此打亂了原訂的計畫與節奏，但

是該進行的計畫還是要依序進行籌備，只能到時候再視整體情況演

變再做調整，能避免的風險也是要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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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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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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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狀況：聯誼組將找時間另行提案延期活動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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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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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狀況：依決議執行，工作人員安排部份會在三月份會議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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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6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四月份月例會講座主題及講綱。 

執行狀況：依決議執行，另原定講座時間有所更動，將於三月份會議提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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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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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狀況：因應武漢肺炎疫情，將於三月份會議討論旅遊時間與地點是否更動。 

 

第五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新會友入會申請討論案 

決  議：經表決通過林珮琪小姐及羅翊方小姐入會申請。 

執行狀況：兩位新會友的入會已完成。 

 

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蔡奕辰 

◎時間：109 年 2月 11 日(星期二) PM 18:30~21:30 

書名:量子習慣:細微改變帶來巨大成就的實證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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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人數:會友 17，來賓 6 人，共 23 位。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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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109 年 2月 25 日(星期二)  PM18:30~PM21:30 

主題：舒心旅遊－尋找台灣私房景點與特色餐廳 

地點：地點：寒軒國際大飯店(苓雅區四維三路 33 號) 

講師：非凡國際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汪立敏總經理 

參加人數:會友 16 人  來賓 5 人，共 21 位。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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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財務報告：財務長—許碧玲 

【永續協會第 30 屆財務明細】109 年二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協會 109 年 02 月 01 日~109 年 02 月 29 日止收入明細： 

 個人年費：24,000 元 

 餐費收入：36,000 元 

 贊助收入：10,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二月份收入金額為 70,00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633,249 元。 

◎協會 109 年 02 月 01 日~109 年 02 月 29 日止支出明細： 

 理監事餐費：15,000 元 

 旅遊活動費用：5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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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會活動費用：6,059 元 

 印刷文具用品：620 元 

 郵電費：251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小組活動支出：3,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二月份支出金額為 87,930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243,654 元。 

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二月份總計存款餘額為 389,595 元。 

【永續協會基金】109 年二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第 29 屆結餘：1,168,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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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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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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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月 29 日止結餘金額為 264,294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企研組 副理事長 馮泓圍  

三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都已規畫完成，因逢防疫期間是否異動就等決議確認

後再做後續動作。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簡裕原  

原訂討論四月份月例會舉辦日期異動案，等決議確認是否要繼續舉辦後再做

後續動作。本月有兩位請假會友有家人喪訊，請理監事撥空慰問表達關心，

公祭致意。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今天下午舉辦資深會友陸瑞松理事以及新會友楊鳳錦理事的新舊會友訪視活

動，了解其人生酸甜苦辣歷練，藉此機會相互學習與成長。 

(4.) 常會組 常務理事 嚴智譯  

近期無活動規劃。防疫期間請大家多注意自身保健，提升免疫力。 

(5.) 讀書會 輔導會長 李威宏  

原訂 3 月 10 日(二)於瑟拉威藝廊咖啡館舉辦三月份讀書會，因講師時間調整

至 3 月 31 日(二)舉辦，本月份邀請李威宏理事擔任導讀，導讀書目為「人類

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作者-哈拉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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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武漢肺炎疫情防疫期間，主辦單位

公告取消舉辦。 

(7.) 高球隊 總幹事 陳晉南  

3 月 11~12 日(三~四)如期舉辦第二十六屆高爾夫球聯誼會國內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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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聯誼組/會務組 

案  由：三、四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活動是否取消討論案 

說  明：因應新冠狀肺炎疫情防疫期間，為顧及會友健康安全及擔憂，故提案討論

三、四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是否取消舉辦 

辦  法：(1.)同意取消 (2.)如期舉辦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三、四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取消舉辦，次級組會由各會長

自行決定是否舉辦或延期。 

 

第二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四月份月例會日期更改討論案 

決  議：(因已通過三、四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取消舉辦，故次提案撤銷討論)  

 

第三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109年 5 月份國內旅遊取消及變更事項討論案 

說  明：因新冠狀肺炎尚無法有效控制，在顧及會友健康疑慮下故擬討論 5/22~5/24 

金門三日遊是否取消或變更行程。 

辦  法：(1.)維持原案  (2.)取消舉辦   

        (3.)更改行程至武界部落 2 日遊 (4.)延期舉辦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取消舉辦國內旅遊。 

 

第三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月例會工廠參觀討論案 

說  明：本次工廠參觀，特別遴選來自建材製造業與食品加工業兩種產業別，供理

監事會議討論。工業 4.0 的大勢所趨、台商鮭魚返鄉浪潮來襲，近年傳產

業紛紛投入獵地建廠、提升產能技術的軍備競賽，在資本支出與高度技術

的投入下，誰能夠在產業界中成為佼佼者，就看這波升級之中，各家廠商

到底做了多少的努力與投注，且看這次工廠參觀，有機會帶領各位會友，

一窺新一波經濟軍備競賽之堂奧。 

辦  法：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暨月例會依據年度計畫訂於 6 月 16 日(星期二)舉辦，

參觀工廠地點提案討論如下，提請理監事聯席會討論。 

方案一：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觀全自動 AI 金屬複合板生產線) 

方案二：宏裕行食品有限公司(參觀花枝丸自動化生產觀光工廠)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於 6月 16 日(星期二)舉辦六月份工廠參觀並選定龍隆無塵

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參觀全自動 AI金屬複合板生產線)為本屆工廠參觀地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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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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新冠狀肺炎疫情，三四月份的活動決議取消。理事長壓

力也很大，一方面要對協會年度計畫的活動執行力負責，一方面又要顧及會

友健康安全，擔心如有不慎會影響會友們的公司營運，在考量安全因素下忍

痛取消辛苦規劃的活動，再通知公告上說明清楚，希望會友們能多體諒，共

體時艱，繼續支持永續協會。 

 林鐵峰常務顧問：提醒總幹事的報告執行狀況資料，如果上次提案的決議內

容還有後續要再討論的，要明確說明於哪個月的會議再做後續討論。 

祈禱疫情趕快過去，讓大家早日恢復正常活動。 

 宋明政常務顧問： 

(1.)會議程序的確認議程中，如果有要增減提案，主席要明確說明提案案由及

議程討論的排序調整，並徵詢在場理監事是否有異議，若如無異議即可直接

通過排進議程中再進行討論。 

(2.)依據協會訂定的議事規則中，第 26 條明確表示已決議通過的議案在尚未

執行前要求異動時，要提出復議案來討論，並且要事先以書面提出。議事規

範請理監事們要多熟悉，並注意遵守謹慎為之。  

(3.)三四月份活動都取消停辦，是否思考在這樣的環境情況下，我們還可以為

永續會友舉辦什麼樣的學習成長的活動。 

 黃海靖常務顧問：如明政顧問提醒，已決議的議案要提出復議，應該是已經

有經過理監事們在會議前私下討論思考過後才確定要於會議中提出復議的，

希望以後能以文字提案的方式編輯於會議資料中，再提出討論比較正式且明

確。 

(八) 主席結論：因新冠狀肺炎疫情停辦許多活動，是要反向思考未來活動的舉辦方向，

也要想想如何彌補或回饋會友，因疫情取消停辦活動影響今年參加社

團的學習損失。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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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第六次(四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9 年 04 月 07 日(星期二)  18：30~21：30 

二、地點：岡大匯館 (高雄市岡山區維新東街 5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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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與會人員：出席人員含理事長共計 13 人。 

 常務理事：馮泓圍副理事長、嚴智譯、簡裕原、張悅揚 

 理事：陸瑞松王志雄、楊鳳錦。 

 監事：王榮富常務監事、蘇幸美、林志鴻、張英忠、沈慧珊。 

(請假人員共計七位： 

     理事-沙振言、李威宏、陳晉南、陳虹彰、蘇一峰、張司蓉、陳羿伻) 

列席人員：共計 7 人。。 

 常務顧問：林鐵峰、宋明政、徐健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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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總幹事—魏毓奇(略) 

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蔡奕辰(略) 

3. 財務報告：財務長—許碧玲 

【永續協會第 30 屆財務明細】109 年三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協會 109 年 03 月 01 日~109 年 03 月 31 日止收入明細： 

 個人年費：36,000 元 

 餐費收入：44,000 元 

 贊助收入：35,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三月份收入金額為 115,00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748,249 元。 

◎協會 109 年 03 月 01 日~109 年 03 月 31 日止支出明細： 

 理監事餐費：15,000 元 

 年會活動費用：7,000 元 

 網路維護費用：3,000 元 

 印刷文具用品：375 

 郵電費：428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紀念品：63,700 元 

 會友訪活動：2,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三月份支出金額為 104,503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345,857 元。 

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三月份總計存款餘額為 402,39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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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協會基金】109 年三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第 29 屆結餘：1,168,836 元。 

 本月新增收入：利息收入 1,292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11,938 元。 

 本月新增支出：倉庫租賃 24,000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支出金額為

24,000 元。 

永續協會基金截至 109 年 03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1,156,7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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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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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264,294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企研組 副理事長 馮泓圍  

三月份活動因疫情關係全部取消，感覺蠻落寞。各行各業都受影響，惟聽聞不

動產業及建商逆勢成長，預售屋銷售成績不錯。社團要繼續維持，活動還是要

想辦法來努力，希望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能如期順利舉辦。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簡裕原  

四月份月例會講師演講延期，會務組仍會密切與講師保持聯繫，期許七月份能

順利舉辦。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聯誼組上半年的大型活動(新春聯誼和國內旅遊)都因疫情取消。如果 9 月份疫

情能趨緩，希望能舉辦一場大型活動。聯誼組也一直想辦法舉辦小型會友聯誼

的活動，也希望近日疫情能有緩和的好消息，讓活動能如願舉辦。 

(4.) 常會組 常務理事 嚴智譯  

因職業原因對疫情比較敏感不見樂觀，今年一整年都還需要留意防疫。下半年

活動要多考慮舉辦方式。目前社會關懷活動因疫情感到窒礙難行，茂彬前理事

長有提供一方案，後續再請大家討論。 

(5.) 讀書會 輔導會長 李威宏 (無) 

(6.) 登山隊 副隊長 楊鳳錦 (無) 

匠愛家園公益路跑活動的制服已陸續發放。龍舟活動市政府也取消舉辦。 

(7.) 高球隊 總幹事 陳晉南  

4 月 8 日(三)如期舉辦第二十六屆高爾夫球聯誼會四月份月例賽。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月例會工廠參觀，因應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活動討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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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由三月份理監事會通過，本年度六月份工廠參觀地點為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中午用餐為六月份月例會。為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病毒疫情，中午

用餐方式提出以下幾點方法，懇請理監事提供意見。 

辦 法： 

1. 比照以往慣例，找尋適合的餐廳舉辦月例會活動用餐。 

2. 活動結束後發放餐盒，且借用龍隆公司簡報場地做為月例會用餐場地。 

3. 活動結束後發放餐盒，旋即活動結束各自回家。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工廠參觀結束後的用餐方式，為避免聚餐群聚影響疫情，

活動結束後發放餐盒各自回家。 

活動規劃仍依進度執行，下個月理監事會議再視疫情狀況討論是否如期舉

辦。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自由發言 (略) 

(七) 講    評 

 王榮富常務監事：因為疫情無法舉活動，相信理事長和常務們也很緊張，私

下也召開幾次常務會議討論因應方法，想辦法如何讓協會的活動能持續下去

避免會友流失。和會友間的互動及關懷，就要趁此機會開始啟動聯絡關懷的

動作，避免造成會友抱怨。 

 林鐵峰常務顧問：月例會無法舉辦，擔心會員間的凝聚力會因此而散。政府

一方面呼籲防疫安全，一方面也發布提供訊息輔導企業因應方法。建議能收

集彙整相關訊息，提供會友企業資訊上的幫助，解決渡過難關。 

 宋明政常務顧問：現在要舉辦活動也可以用不同方式來呈現，如:直播…，讓

會友有參與感與互動的時段。 

 徐健清常務顧問：可考慮到室外舉辦活動，拉開活動的社交安全距離也可以

來舉辦小型的活動。社團活動不能停止，要避免造成會友流失。 

 黃海靖常務顧問：經營企業和經營社團是不一樣的。經營社團聚會是很重要，

2 月~6 月如果都沒有任何活動，相信會友想要退會或請假的聲音就會浮現出

來，對社團是一個很大的警訊。扶輪社、同濟會等許多社團聽聞都是將活動

移到室外繼續來舉辦，現在的狀況是以往重沒發生的情形，所以惶恐無助是

難免，但是相信許多會友還是希望協會能有活動讓大家在較安全的環境下來

參與，大型的不適當可以舉辦小型的講座與活動，不然，在現實狀況考慮下，

真的擔心會友因此而流失了。 

(八) 主席結論：凡是都要”超前佈署”，不論是在社團活動還是公司，疫情如何變動都

是未知數，只能提早規劃假設各種狀況做準備，以因應要面臨的各種

改變。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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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屆第七次(五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9 年 05 月 05 日(星期二)  18：30~21：30 

二、地點：大伙鍋 (高雄市鼓山區美術北一街 2 號 2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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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與會人員：出席人員含理事長共計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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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振言、李威宏、陳虹彰、蘇一峰、張司蓉、陳羿伻、王志雄、

楊鳳錦。 

 監事：王榮富常務監事、蘇幸美、林志鴻、張英忠、沈慧珊。 

(請假人員：理事-陳晉南) 

列席人員：共計 7 人。。 

 常務顧問：林鐵峰、宋明政、王志豪、謝茂彬、孔正富、徐健清、黃海靖等 7 人。 

 候補理事：林語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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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致詞：因為疫情暫停舉辦活動，終於等到疫情趨緩的好消息，五月份開始

陸續恢復舉辦活動，期盼一切恢復正軌。 

（三）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總幹事—魏毓奇(略) 

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月例會工廠參觀，因應新冠肺炎病毒疫情活動討論案 

決  議：六月份工廠參觀地點為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為避免聚餐群

聚影響疫情，表決通過工廠參觀結束後發放餐盒各自回家。 

執行狀況：活動規劃依進度執行，本次理監事會議將提出活動規劃及預算討論。 

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蔡奕辰(略) 

 

3. 財務報告：財務長—許碧玲 

【永續協會第 30 屆財務明細】109 年四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協會 109 年 04 月 01 日~109 年 04 月 30 日止收入明細： 

 個人年費：24,000 元 

 餐費收入：36,000 元 

 贊助收入：10,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四月份收入金額為 70,00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818,249 元。 

◎協會 109 年 04 月 01 日~109 年 04 月 30 日止支出明細： 

 理監事餐費：6,13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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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文具用品：5,250 元 

 郵電費：438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四月份支出金額為 24,822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370,679 元。 

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四月份總計存款餘額為 447,570 元。 

【永續協會基金】109 年四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第 29 屆結餘：1,168,836 元。 

 本月新增收入：利息收入 646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12,584

元。 

 本月新增支出：0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支出金額為 24,000 元。 

永續協會基金截至 109 年 04 月 30 日止結餘金額為 1,157,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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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新增收入：5,000 元。永續愛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49,900 元。 

愛心基金截至 109 年 04 月 30 日止結餘金額為 269,294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企研組 副理事長 馮泓圍  

疫情緩和，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會安排規劃完善的防護措施，如期舉辦。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簡裕原 

七月份月例會活動將再提案確認內容。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聯誼組五月份依年度計畫舉辦小組活動，因應時勢邀請協會健康保健顧問-嚴

智譯醫師主講「走出疫情，健康好心情－後新冠肺炎健康保健策略」，提供資

訊為會友健康把關。 

(4.) 常會組 常務理事 嚴智譯  

善導書院關懷活動將規畫於六月份舉辦，本次會議提出規劃內容討論。 

(5.) 讀書會 輔導會長 李威宏 (無) 

5月19日(星期二)邀請現任悅城建築事業團隊-副總經理林志鴻監事擔任導讀

人，主講「找好地，蓋自己的房子 PART 2」，去年志鴻監事的導讀佳評如潮，

今年好評再探，大家一定要把握這個和建築營造相關的難得機會。 

(6.) 登山隊 副隊長 楊鳳錦 (無) 

5 月 17 日(星期日)舉辦大崗山秘境-盤龍峽谷探秘，敬請撥空來大崗山佛教盛

地朝聖，盤龍峽谷探秘及與久違會友聯誼。。 

(7.) 高球隊 總幹事 陳晉南  

5 月 13 日(三) 於信誼高爾夫球場舉辦第二十六屆高爾夫球聯誼會五月份月例

賽。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同心結合        互通訊息          15         永續經營        無限發展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常會組 

案 由：社會關懷討論案 

    說 明： 

1. 以本會核心價值「關懷」與「付出」為主軸，延續本會持續的推動社會公益

活動，將溫暖送給需要幫助的人的精神。本次社會關懷活動地點規劃在善導

書院，透過辦理活動方式來幫助善導書院，增加她們的收入也能銷售她們的

自產自銷的農特產品，更能帶給孩子們付出與回饋的觀念學習。 

2. 關懷本次因疫情影響之會友。 

3. 透過本次活動期望達到會友及其眷屬與善導書院學童共同學習成長。 

      辦 法：活動地點、時間、內容及預算請理監事討論與表決 

一、 活動地點： 

善導書院  地址：屏東縣高樹鄉沿山公路一段 116 號 

仰山農場（離善導書院 5 分鐘車程） 

二、 活動日期及時間： 

      109 年 6月 14 日(周日) 下午 1:30-5:00  

三、 交通方式： 

      採自行開車前往方式，若需共乘請於報名時告知以便協調安排 

四、 參加贊助費用： 

1. 會員收費每人 500 元，並提供 500 元抵用券鼓勵購買善導書院現場所有

農特產品。 

2. 非會員每人收費 800 元，並提供 500 元抵用券鼓勵購買善導書院現場所

有農特產品。 

3. 103 年 5月 31 日後(含)出生者免費。 

4. 費用於活動當日繳交。 

五、 愛心基金支付：8 萬元。 

含場地規劃佈置、野餐食品、飲料、野餐藍、野餐墊、攤車及 DIY 食品、

餐具、氣球、現場工作人員…等等，活動餘款全數捐贈善導書院購置木工

器具使用。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舉辦善導書院關懷活動。 

 

第二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行程與預算討論案 

說明及辦法： 

一. 參訪時間: 109 年 6月 16日 AM09:30-AM11:30 

二. 參訪工廠名稱及地點: 

1.公司名稱：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工廠地址：831 高雄市大寮區和發產業園區上發六路 30 號 

三. 參加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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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永續會友免費參加。 

2.會友的配偶，直系親屬及會友公司員工:收費 500 元/每人。 

  其他邀約來賓:收費 700 元/每人。 

四. 交通安排：共乘集合地點：因應疫情，且非外縣市地點，故本次活動不安

排統一交通車接駁，建議會友自行驅車前往或自行聯絡共乘。 

五. 費用預算：依年度預算觀摩費用 30,000 元內實支實付編列執行。 

決 議：討論表決通過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行程與預算編列。 

 

第三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七月份月例會講座主題與講綱確認案 

說  明：原定四月份月例會講座要邀請格林文化發行人郝廣才先生主講，因疫情而

暫停舉辦。本次會議提出依照原定已通過的講師及講綱內容，於 7 月 21 日

(星期二)七月份月例會舉辦，請理監事會議確認決議。 

◎ 講師：格林文化發行人 郝廣才先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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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通過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自由發言 (略) 

 

(七) 講    評 

 王榮富常務監事：今年二月份起活動都暫停，終於看到啟動活動。 

 宋明政常務顧問：常務顧問及理監事難得全員到齊展現向心力，雖然是防疫

期間改變開會地點，開會的規格還是要維持，會議應具備的物品如標示布條

還是要記得布置。餐廳麥克風效果不佳，硬體設備不足，協會應可考慮採購

行動麥克風等硬體設備。 

 王志豪常務顧問：協會舉辦活動是要鼓勵會友參加，不應限制人數。各組舉

辦活動編列預算時，要明列出收入(含收費及補助)及支出的部分，並提報理

監事會議討論確認。建議在報告事項-各組工作報告增列顧問組報告，可以讓

顧問在提案討論前能事先提醒理監事們應該注意的地方及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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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孔正富常務顧問：會議必備用品要準備齊全，先行了解會議場合是否有不足

之處。提案要有辦法選項來供理監事討論表決。已經開始舉辦月例會活動，

也應該規劃正常餐會用餐。理監事參加會議就要多發言提供看法及意見。 

 徐健清常務顧問：社團沒有舉辦活動，會友凝聚力就會散。要提高會友參與

力，就要理監事們積極啟動聯絡網的機制，主動聯繫會友，關懷付出多交流，

鼓勵會友參加活動。 

 黃海靖常務顧問：會議就是要大家集思廣益，多提出看法交流意見，有自我

期許才有成長，活動才會越辦越好。 

(八) 主席結論：上半年的年度計畫及招攬會友目標都因疫情關係沒辦法積極進行。目

前重點只能放在維持會友人數，招攬會友繼續努力，期待能讓副理事

長於年底交接時有好的開始。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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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一、 六月二日     (星期二)  六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 時    間：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 (星期二)  18：30~21：30 

◎  地    點：另行通知 

◎ 主    席：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 與會人員：全體理、監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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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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六月七日   (星期日)  登山隊活動 

第 30屆 6月份登山隊活動—大崗山秘境-盤龍峽谷探秘 

◎時間:109年 6月 7日(星期日)  
◎集合地點: 

07:10 文化中心(共乘處) 
08:00大崗山生態園區入口涼亭（報到） 

◎交通方式:自行開車前往集合或共乘 
◎參加人員:永續會友、眷屬及來賓一同參加 
◎注意事項:請備防曬、防蚊用品、登山鞋、登山杖、雨具、毛巾、飲用水、

健保卡、其他 
◎當日行程  

08:00 報到 
08:15 起登 
08:50 好涼亭 
09:30 大崗山三角點 
09:50 往一線天盤龍峽谷出發 
11:35 回到停車場 
12:00 雷達土雞城午餐(自由參加，餐費均攤) 

◎行程介紹 
大崗山為南部著名的佛教聖地，山上有著名的佛寺古剎超峰寺、龍湖庵

和蓮峰寺，香火鼎盛。大崗山乃隆起之珊瑚礁石灰岩，為臺灣本島少數之特
殊地形的地區，海拔 312公尺，為台灣小百岳之一。 

大崗山盤龍峽谷位於大崗山自然生態園區內，在阿蓮區與田寮區的交界，
大崗山北部的區域，一般遊客行走在園區內，很難想像這裡有壯觀雄偉的峽
谷地形。 

此峽谷為地層變動形成天然的溝谷裂隙，全長 285公尺，兩側崖高約 20
公尺，形成一線天的峽谷景觀，嶙峋的珊瑚礁石灰岩壁上，長滿盤龍木等的
藤類植物，攀附著岩壁往上生長，使得峽谷充滿綠意，有如一條綠色盤龍飛
出一線天之感。當悠然漫步在幽靜高聳爬滿綠色植物及苔蘚的險峻峭壁峽谷
中，宛如置身於熱帶原始雨林間，享受身心放鬆及清涼舒暢之快感！  

 最後，敬請會友撥空來大崗山佛教盛地朝聖，盤龍峽谷探秘及與久違會
友聯誼。 

第三十屆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主    辦 登山隊 
隊    長 廖政裁 
副 隊 長 楊鳳錦 
輔導隊長 詹惠真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B6%85%E5%B3%B0%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6%B9%96%E5%BA%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E%8D%E6%B9%96%E5%BA%B5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93%AE%E5%B3%B0%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B0%E7%81%A3%E5%B0%8F%E7%99%BE%E5%B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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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六月九日     (星期二)  六月份讀書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六月份讀書會活動通知 

◎書名： 一九四九大江大海 

◎時間：  109 年 06 月 09 日(星期二) 18:30 用餐 19:30~21:30 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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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人：  沈慧珊 監事(錦上環境顧問有限公司 業務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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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至少一杯飲料或餐點) 

◎注意事項： 
1.停車:民族路及中正路口有大型自費停車場。 
2.請參加人員交談或發言時，請全程戴口罩(若有發燒或呼
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說明：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將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
在某一個車站、碼頭。上了船，就是一生。｣~一九四九大江大海 龍應台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是台灣作家龍應台於 2009 年發表的書，2009 年
8 月天下雜誌出版，從文學的角度細訴 1949 年國共內戰前後的相關歷史。龍
應台經過十年醞釀、耗時 400 天，走過長春、南京、瀋陽、馬祖、台東、屏
東等地，拜訪了許多國共內戰倖存者。 

    龍應台表示，她希望這本書可以達到三個目的： 
第一，紀念千千萬萬個為了「一將功成」而死去的「萬骨枯」 
第二，通過這本書，向與她母親一樣歷盡艱辛的一代倖存者說一聲「謝謝」 
第三，最後，她希望對這段歷史沒興趣的年輕人了解歷史，避免歷史重演。 

    您知道同代或上一代發生的故事嗎? 

    辛酸、悲傷、感動、快樂與愛的故事需要您一起來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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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同心結合        互通訊息          21         永續經營        無限發展  

 

 

四、 六月十日     (星期三)  高爾夫球聯誼會月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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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份 月例賽  比賽通知 

日期時間 109 年 6月 10(三) 報到時間：PM 12：00  開球時間: PM12：30 

球賽地點 高雄高爾夫球場 餐會地點：球場餐廳  

球場地址 高雄市鳥松區大華里球場路 270號 (07)370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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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桿賽規定必須待球被擊入球洞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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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炎熱注意多喝水及防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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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22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五、 六月十四日   (星期日)  社會關懷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 6 月份【社會關懷】活動通知 

◎主題：  社會關懷-慈惠善導書院 

◎時間：  

109 年 6 月 14 日(星期日)  PM13:30~PM17:30 
PM13:30~PM14:00 報到  
PM14:00~PM17:30 社會關懷活動  

◎地點：  
善導書院  地址：屏東縣高樹鄉沿山公路一段 116 號 
仰山農場（離善導書院 5 分鐘車程） 電話：08-7916331    

◎關懷對象： 慈惠善導書院 (屏東縣高樹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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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續會友每人 500參加。 

會友的配偶、直系親屬及會友公司員工：收費 800元/人 

提供 500元抵用券鼓勵購買善導書院現場所有農特產品 

◎說明：  

本年度的社會關懷活動將以本會核心價值「關懷」與「付出」為主軸，

延續推動社會關懷將溫暖送給需要幫助的人的精神。本次社會關懷活動地

點規劃在善導書院，透過辦理活動方式來幫助善導書院，增加她們的收入

也能銷售她們的自產自銷的農特產品，更能帶給孩子們付出與回饋的觀念

學習。 

善導書院的創辦人陳文靜女士不忍見偏鄉弱勢家庭孩童因家庭經濟或

教育偏差而受苦，或囿於弱勢的窘境，無法充分發展，遂以一個為人母的

角色為出發點，傾注畢生所有積蓄，於 97年在屏東高樹鄉創辦「社團法人

中華民國慈惠善導書院文化教育研究會」，開始投入弱勢兒少的照顧與教育

工作，以「培育弱勢不再弱勢」為終生職志，以「陪伴教育」為理念，開

辦免費課後輔導班，施予補救教學及品德、農事、家事等多元教育，並供

應早、晚餐，及協助代理孩子的家暴、社褔等事宜，提供屏東縣高樹鄉弱

勢孩童一個全年無休的課後照顧安置所，健全孩童身心靈發展，及減輕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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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報導請見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46098 

 

勢家庭照顧的壓力，為偏鄉弱勢兒童點亮一盞一盞愛的心燈，照亮他們成

長學習之路，讓他們在愛的氛圍及社會溫暖的關懷下，孕育希望，看見未

來！ 

除此之外關懷本次因疫情影響之會友，並透過本次活動期望達到會友

及其眷屬與善導書院學童共同學習成長。尤其是在疫情看不到盡頭的同

時，我們也要像善導書院的院童一樣以樂觀的態度來回歸日常生活。 

誠摯邀請您在 6月 14日攜家帶邀約好友，以熱情的心情及行動，一起

前來參加這個有意義的活動，讓永續與善導書院一起齊心以「手心向下」

的行動，終止弱勢世襲，讓孩子靠自己的雙手拿回人生主控權。 
 

第 30屆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主辦：常會組  
                     指導人   嚴智譯 
                     召集人   陳羿伻 

https://www.storm.mg/lifestyle/446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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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六月十六日   (星期二)  六月份月例會--企業參訪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屆 六月份月例會暨工廠參觀 活動通知 

◎主題： 究極全自動生產線的奧義-龍隆無塵室科技 

◎時間： 
109年 6 月 16日(星期二) 09:30~13:30 
10:00~12:00 工廠參觀 （龍隆無塵室科技）   
12:00~13:30 用餐暨六月份月例會(享溫馨-大寮店) 

◎活動地點： 

參訪地點：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灣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上發六路 30 號) 

月例會用餐地點：享溫馨-大寮店 

(地址：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2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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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安排： 
共乘集合地點：因應疫情，且非外縣市地點，故本次活動不安
排統一交通車接駁，建議會友自行驅車前往或自行聯絡共乘。 
停車位置：工廠旁路邊紅線區域皆可暫時臨停 

◎流程安排： 

09:30~09:45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合發廠集合報到 
            (高雄市和發產業園區上發六路 30號)  
10:00~12:00 簡報說明及工廠參觀 
12:00~13:30享溫馨-大寮店 舉行六月份月例會及午宴   
            (高雄市大寮區捷西路 29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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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工業 4.0的大勢所趨、台商鮭魚返鄉浪潮來襲，近年傳產業紛紛投入獵地

建廠、提升產能技術的軍備競賽，在資本支出與高度技術的投入下，誰能夠在

產業界中成為佼佼者，就看這波升級之中，各家廠商到底做了多少的努力與投

注，且看這次機會難得的工廠參觀，有機會帶領各位會友，一窺新一波經濟軍

備競賽之堂奧。 

龍隆無塵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立於 1976年，2001年設立大陸昆山廠。

歷年來為各大高科技產業，電子半導體產業、生技醫藥廠、CAS食品廠等，提

供高品質的建廠材料與設備。因應高度競爭時代的來臨，引進全自動 AI金屬複

合板生產線，提供的產品有:各種不同形式之無塵室防火隔間牆、岩棉複合外牆

板及 PIR冷凍庫板。生產線提升至全電腦控制，提升產品的穩定度、產能，縮

短交期，為客戶提供專業工程諮詢及完善售後服務。各類產品適用於工業廠房、

冷鏈物流建設、食品加工業和各種鋼結構建築，高效率建造。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主    辦 : 企研組             
                            指    導 : 馮泓圍 0937-545115 

                    召 集 人 : 蘇一峰 0980-38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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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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六月號」〝會友投稿〞，截件日為 108 年 06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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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