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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經濟研究院主任 孫明德博士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同心結合        互通訊息          1         永續經營        無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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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屆年度會務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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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事長的話    

 

不帄靜的四月天! 

四月二日早上，在台灣花蓮的鐵軌上頭，一輛滿載492名乘客的太魯閣號，

發生台鐵史上第二死傷慘重的意外事故，216 人輕重傷、49 人斷魂。鐵路一向
是國人最帄順、最安穩的交通工具，但在自從 2018 年的十月，發生了普悠瑪

號脫軌意外事故，在加上此次事件，台鐵成為出門、回家最危險的一條路。台

鐵的改革聲四起，什麼該革、什麼該改? 我們從這樣的事件當中，是否能對應

到高鐵、又或是對應省思自己的企業、工作、家庭以及本身，而從中看到了什

麼、想到了什麼、學到了什麼、又最後做了什麼? 我想這是很值得大家好好坐

下，深思討論的一個好課題。 

 從今年元月至今，缺工伴隨著薪資水準上漲，已是勞動市場的主旋律。

原物料上漲更是來勢洶洶，漲幅已讓各行各業叫苦連天，而漲幅伴隨著缺料狀

況，似乎通貨膨脹這頭猛獸，已經悄悄地降臨經濟市場，準備橫掃肆虐一番，
而它會影響多久，又會造成什麼更進一步的影響，我們所有人都必頇確切地了

解，並在事業上及個人理財上，做好適切的規劃，以防它帶來的傷害。而四月

起，旱災當前，接下來準備可能要面對風災、震災等其他天然災害，在這樣無
法預知的災害環境中，什麼是我們能夠做的預防與準備，也是我們不可忽視的

功課。 

 感謝各次級組會會長帶領之下，本月都有精彩活動；登山隊隊長鳳錦與
正富顧問的協辦之下，全員帄安順利摘取合歡主峰、雪山東峰、雪山主峰三座

百岳，也恭喜所有本次參與的會友。讀書會會長惠真與總幹事奕辰的帶領之下，

讀書會有個生動活潑的台語俗諺之夜，讓大家了解台語的幽默與美麗。高球隊

本月在總幹事虹彰的安排下，到大崗山球場有個愉快的球敘，本次有新手進步

神速地順利抓到一次「 柏蒂」，表現令人驚艷。各次級組會活動如此精采，也

呼籲所有會友，要安排時間、把握機會，多多參與，相信收穫一定也會非常豐
富。 

 最後，為這個不帄靜四月天默禱，希望台鐵事故而犧牲的無辜生命，能

獲得安息，倖存者順利走出創痛，家屬能走出哀傷。每一個令人惋惜的事件背
後，一定有個真切的原因，釐清所有可能原因，事前的預防部署，時時改進檢

查，方能永保安康! 

 理事長 馮俊憲  四月 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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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份壽星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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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第三十一屆第六次(四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10 年 04 月 06 日(星期二)  18：30~21：30 

二、地點：寒軒和帄店二樓 

三、主席：馮俊憲 理事長     司儀：蔡奕辰總幹事    記錄：會務秘書 蔣正玲 

四、與會人員：出席人員含理事長共計 15 人。 

 常務理事：吳思萱副理事長、張悅揚、王志清、李威宏 

 理    事：蘇一峰、嚴智譯、林佩琪、楊鳳錦、陳羿伻、陳柏宏、張司蓉。。 

 監    事：張兆正常務監事、林語桐、 陳晉南。 

  請假人員共計 5 人：理事-張英忠、沈慧珊、蘇志弘。監事-、王志雄、陳虹彰 

列席人員：共計 8 人。 

 常務顧問：蔡美華、黃海靖、王榮富。 

 會務人員：蔡奕辰總幹事、劉黃涵琳副總幹事、魏毓奇財務長。   

五、與會人員已達法定出席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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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顧問於顧問組指導時進行程序指導，最後再請顧問於講評時對
本次會議內容進行建議及講評。也請理監事在討論提案時能多踴躍
發言表達意見。針對 3月份舉辦的新會友聯誼活動，新會友參加狀
況及活動成效不佳，未盡督導之責，再次致歉，記取教訓檢討改進。 

（三）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總幹事—蔡奕辰 

第一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四月份月例會企業策略管理講座講綱討論案 

決  議：通過企業策略管理講座主題：「企業環境分析與2021年下半年經濟展望」。 

大綱如下： 

一、全球疫情動態。 二、國際經濟情勢。 三、台灣經濟情勢。 

四、2021年經濟及產業展望。  五、影響未來景氣重要因素。 

六、企業策略的動態能耐。 

執行情形: 委由會務組照案辦理，並於 4月份理監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 

 

第二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第 31屆 5月份國內旅遊活動 1.預算補助款使用討論案 

        2.遴選協力旅行社討論案 

決  議：通過 5月份國內旅遊活動 

1. 預算補助款使用:編列國內旅遊預算為 50,000元，補助方案為 30,000

元用於補助參加國內旅遊的永續會友。20,000元用於補助本次行程的

活動支出費用，採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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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通過旅行社行程規畫及團費請參閱會議記錄 

執行情形:委由聯誼組照案辦理，並於 3/31初步報名截止，目前報名人數為 73

人，預計共 2車 80人。 

 

第三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第 31屆新會友第 1次聯誼活動地點修正復議案 

決  議：通過修正舉辦地點為哈瑪星貿易商大樓 

     執行情形:委由聯誼組照案辦理，活動於 3/27舉辦完畢。 
 

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劉黃涵琳 

◎時間：110年 3月 2日（星期二）PM14:00-17：00 

  地點：三鷹木業有限公司（高雄市前鎮區籬仔內路 131-1號） 

  主題：3月份會友訪視活動 

  受訪者：吳以業會友，曾世賢會友，陸冠宇會友 

  訪問者：楊鳳錦/王志清 

  參加人數：會友 28人，來賓 2人 

  說明：永續協會本著多元產業，學習交流的主軸，落實在這次聯誼組主辦的會

友訪視，以美學設計及室內裝潢為念想，集合會內三位成功的木業佼佼者，讓

會友們以輕鬆交流方式，更深度的認識三位會友的工作性質。 

 

◎時間：110年 3月 9日(星期二)PM 18:30~21:30 

  地點：Cest La Vie瑟拉威咖啡館（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66號） 

  主題：你是誰，比你做什麼更重要 

  講師：王榮富 前理事長 

  參加人數：會友 17人， 來賓 8人 

  說明：由王榮富前理事長，解析管理大師查爾斯.韓第，寫給你的 21封信，從

第一封信寫的就是現況（世界會改變），如何因應改變？該如何進行多樣化的組

合工作，斜槓己經是趨勢，又延伸到第二十一封信（別留下遺憾）期待大家無

憾一生，會中精彩的雙向分享及回饋，讓會友更清楚對自我的肯定。              

 

◎時間：110年 3月 16日(星期二）PM18:00-PM21:00 

  地點：寒軒飯店和帄店五樓（高雄市苓雅區和帄一路 33號） 

  主題：美選過後.台灣未來的經濟展望 

  講師：豐銀證劵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資深分析師 王兆立老師 

  參加人數：會友 59人，來賓 7人 

  說明 : 由常會組邀請王兆立老師，針對美選過後及疫情前後，對台灣未來經濟

展望探究，更對股市漲勢分析深入討論，“經濟”是影響社會國家最直接的一

環，也跟人民息息相關，此次座談也讓會友更加對未來的趨勢更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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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110年 3月 21日（星期日）PM5:30 

  地點：橋頭國中 

  主題：匠愛路跑 

  主辦：登山隊 

  參加人數：會友 21人，來賓 4人 

  說明：本次活動是本著永續協會核心價值，關懷，付出，愛心，為出發點，來

支持匠愛家園的路跑公益活動，因疫情影響公益團體也承受很大壓力，來源短

缺是主因，藉由這次活動不僅可讓會友強身健體，也能在物資上盡一己之力，

非常合乎永續人的本質，在此感謝每位參與的永續夥伴。 

 

◎時間：110年 3月 23日（星期二）PM18:30-PM21：30 

  地點：褔華大飯店五樓（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號） 

  主題：經濟展望，看見未來 

  主講人：界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室 吳念誼協理 

  參加人數：會友 18人，來賓 7人 

  說明：延續月例會精彩主題，以經濟為主軸再作為延伸討論，更請到財務分析

專家吳念誼會友，在未來的產業鏈影響，做最深入的剖析，也讓將來到的電動

車市場供應鏈，從上，中，下游的公司作出透澈解說，讓會友對未來的展望更

加能掌握。 

 

◎時間：110年 3月 27日（星期六）PM:9:30-PM12:30 

  地點：哈瑪星貿易商大樓（高雄市鼓山區臨海三路 5號） 

  主題：掌聲～來自您對永續的熱情 

  主持人：陳柏宏 

  參加人數：會友 11人 

說明：一個永續經營的團體，最重要的資產就是“人”，資深與新進同等重要，

要如何留住新進人材，就是此次活動最重要的意義，讓資深會友不斷的了解新

進會友的行業別及為何想加入協會，借此讓協會可以培育更多領導者，將人放

在適當的位置對於協會極其重要，雙向互動也是協會運作持續的一環，希望能

更了解每位新進會友願意付出的心，真的達到協會的宗旨。 

 

3. 財務報告：財務長—魏毓奇 

【永續協會第 31 屆財務明細】： 

◎協會 110 年 03 月 01 日~110 年 03 月 31 日止收入明細： 

 個人年費：48,000 元 

 餐費收入：48,000 元 

 理監事餐費收入：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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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座收入：4,400 元 

 贊助收入(常務理監事)：6,000 元 

 贊助收入(理監事)：2,000 元 

 贊助收入(前理事長)：6,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1 屆三月份收入金額為 126,40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1,029,840 元。 

◎協會 110 年 03 月 01 日~110 年 03 月 31 日止支出明細： 

 講座費用餐費：32,750 元 

 理監事會餐費：10,300 元 

 講師費用：15,000 元 

 旅遊活動費：50,000 元 

 網路維護費：3,000 元 

 印刷文具用品：3,590 元 

 郵電費：662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次級組會補貼：9,000 元(讀書會) 

以上協會第 31 屆三月份支出金額為 137,302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418,411 元。 

永續協會第 31 屆三月份財務收支總計存款總額為 611,429 元。 

【永續協會基金】收支明細如下： 

 上期結存元 1,136,774 元+本月新增利息收入 438 元=1,137,212 元 

 本月支出:英文網域名稱管理費 2,160 元 (2021/4/19~2024/4/19 租用 3 年) 

永續協會基金總計結餘金額為 1,108,052 元。 

【永續愛心基金專戶】收支明細如下： 

 30 屆結轉：128,428 元+上月結存：91,900 元 

 本月份收入：31,500 元 

永續愛心基金至 110 年 3 月 31 日止總計結餘金額為 251,828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常會組  副理事長 吳思萱  

5/23 結合國內旅遊舉辦社會關懷活動，(永續偏鄉助學計畫)協助南投縣鹿谷鄉

內湖國小圖書館改建工程參訪活動，並經二月份理監事會議通過由協會愛心基

金專戶提撥 5 萬元整捐贈該校改建工程。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四月份月例會企業策略管理講座邀請經濟研究院主任 孫明德博士蒞臨主講，主

題為「企業環境分析與 2021年下半年經濟展望」。希冀提供永續會友與來賓相

關訊息以利掌握環境態勢及因應策略。 

4/27 小組會邀請黃海靖常務顧問為我們分享網路行銷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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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王志清 

新會友聯誼活動舉辦成效不彰，提出檢討報告，作為日後改進提醒及建議。 

(4.) 企研組  常務理事 李威宏 (略) 

(5.) 讀書會  蔡奕辰代理報告  

4/13(二)於瑟拉威咖啡館舉讀書會，主題為『台語之美與幽默』。分享從小聽大

人講的俚語（順口溜）及台語的“通俗”笑話。  

(6.) 登山隊  隊長 楊鳳錦  

4/7~4/9 舉辦年度百岳登山活動-雪山主東峰。 

5/2 舉辦太帄雲梯.嘜走步道(嘉義版抹茶山).太興飛瀑登山健行活動。 

預計組隊報名參加 6 月份高雄龍舟賽活動。 

(7.) 高球隊  副會長 陳晉南  

4/14(三) AM 10：30 於大崗山高爾夫球場舉辦第二十七屆高爾夫球聯誼會四月份

月例賽。 

 

5. 顧問組指導： 

(1.) 蔡美華常務顧問： 

1.財務報表收支明細詳列清楚，肯定財務長認真整理報表，給予嘉許。 

2.年度會費尚有 1/3 會員尚未繳交，請財務長多費心聯繫會友盡快繳納，以能

因應協會的各項活動能正常運作及支出。 

3.活動舉辦要有主角來參加才更有意義，事前活動的規劃安排、預算確認及聯

絡參與，都需要主辦單位費心邀約及確認出席人數。 

(2.) 王榮富常務顧問： 

1.本屆月例會邀請講師的費用都有提高，未來還有多場講座需要支出，提醒各

組未來在規劃邀請講師或擬訂預算時，要多注意預算是否足夠，小心透支。 

2.工廠參訪地點的規劃，要考慮避免和以前曾舉辦參訪過的工廠性質是否雷

同。 

 

  （四）提案討論： 

第一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月例會工廠參訪對象討論案 

說明：舉辦時間 110年 6月 15日（二）下午 2:00~4:00工廠參訪(會友自行開車前

往或與會友共乘) ，晚上 5:00-7:00 用餐與月例會 

辦法：企研組提供兩家可參訪工廠，分別是「台灣龍盟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和「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請各位理監事討論及選擇。 

參訪工廠一：公司名稱：台灣龍盟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台南市山上區北勢洲 24號 

產業類別：紙相關製造業(石頭紙) 

產業屬性：石頭紙、紙容器、加工紙製造業、國際貿易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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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時間：1990年 

參訪時間：2021.06.15(二) 下午 2:00，但仍需要事先預約 

交通方式：自行開車(或共乘)前往 

用餐地點：葉陶楊坊人文餐廳 

  (新化高工旁,台南市新化區信義路 54-1號) 開車約 20分鐘 

參訪工廠二：公司名稱：新來源醬園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地點：大發工業區 (831高雄市大寮區大有二街 29號) 

產 業 別：食品加工 

產業屬性：供應端；供應對象 7-11、全家、必勝客、KFC、國軍 

產品級別：特殊加工及其技術性 

參訪時間：2021.06.15或一到六上下午皆可，但需要事先預約 

交通方式：需自行開車(或共乘)前往 

餐    廳：大寮享溫馨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選定台灣龍盟複合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為本屆參訪工廠，

請企研組研擬參訪行程規畫，於下次會期提出討論。 

 

第二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七月份月例會講師人選討論案 

說明及辦法： 

一、擬邀請 104人資學院事業群花梓馨資深副總經理擔任七月份月例會講師 

二、擬邀請唯賀國際餐飲(股)公司吳家德總經理擔任七月份月例會講師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邀請 104人資學院事業群花梓馨資深副總經理擔任七月

份月例會講師，並通過費用為講師費:20,000元，交通費 3,000元。 

 

第三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八月份讀書大會」與「九月份月例會(企研組)」對調討論案 

說  明：由於讀書大會(月例會)邀請的講師在九月份才有空，故希望調動讀書大

會舉辦的活動日期。 

辦  法：經理事長協調後，8月 17日讀書會主辦的讀書大會將和 9月 14日企研

組主辦月例會對調。8月 24日會務組小組會也將與 9月 28日企研組小組

會對調。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八月份及九月份月例會及小組會的活動內容調整為: 

        1.8月 17日由企研組主辦月例會講座，8月 24日舉辦企研組小組會; 

        2.9月 14日由讀書會主辦讀書大會，9月 28日舉辦會務組小組會。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自由發言 (略)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10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七) 講    評 

 張兆正常務監事： 

1.已經四月份，會員的年度會費收取要請財務長要再多費心，可以一一電話聯

絡尚未繳費的會友，確認續會意願及提供匯款繳費方式。 

2.人民團體的主要成員是”人” ，既然費心邀請大咖講師來交流分享，也是需

要會友及來賓的參加，各項活動規劃過程都很辛苦，活動也要靠大家廣為宣

傳邀約來賓來參加，提高永續協會知名度。 

3.提案討論的內容要真誠與實在，提出來的選項要都能符合條件及可行性才好，

才能讓理監事來討論選擇，若條件不足就不需要勉強提列，避免浪費討論時

間及自求困擾。 

4.年度計畫是經過會員大會通過而照案執行，盡量不要異動造成困擾，若因為

特殊因素也是容許調整，但是如果有牽涉到程序問題，就要多注意提案內容

的先後順序，才能避免日後都有樣學樣偏離正軌變成常態了。 

 蔡美華常務顧問： 

1.永續是一學習性的團體，最大的優點是能容忍理監事有犯錯的機會，在會議

上熱烈討論或活動後檢討說明…，都是能提供理監事一個絕佳的學習成長機會。 

2.讀書大會導讀書目和講師都尚未經過提案決議就要修改舉辦時間，在程序上

實在有瑕疵，往後要多注意程序問題，提案若不覺得適合也可以撤回，不一

定要勉強表決。 

 黃海靖常務顧問：。 

1.針對今天會議的程序問題提出糾正:活動報告時不適合提出討論，報告案歸

報告案，如有需要提出討論的空間，可以於臨時動議或自由發言時再提出來

討論。 

2.討論案是要針對本次所要討論決議的內容明確表決，例如本次工廠參觀是針

對參訪地點來討論，如有其他後續對於活動規畫的建議，不應該在自由發言

時提出討論決定，可以提供建議後請主辦單位研擬於下次會期再提出討論案。 

3. 顧問組的職責是要針對會議程序問題提出糾正，不介入討論內容。讀書大

會提案的程序應該是先提出讀書大會要導讀的書目，再提出導讀人選(講師)

討論，等講師確定後，如果因為講師行程需要協會配合調整活動時間，則再

提案討論是否調整，這樣才符合活動規劃的程序。 

  

 王榮富常務顧問： 

1.從錯誤中才能有更深刻的學習與成長。 

2.舉辦永續活動若透支是不需要各組自行吸收的，只要能在檢討中找出原因及

學到改進之法，就是舉辦活動帶來的成長與收穫。 

3.年度預算編列要確實執行預算，省錢不是絕對好，也要保障會友的權益及福

利。 

4.討論案在進行時，主席應保持中立立場，盡量不要提供個人意見來引導理監

事決議的方向，讓理監事有機會可以表達自己的想法及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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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主席結論：今天是一場非常充實的會議，有程序上的問題、有意見的交流、有活

動後的自我檢討、有突破框架的勇氣。 

新會友聯誼是一場協會提供新會友能向會友們自我推廣的好舞台，新

會友展現自己讓舊會友更進一步認識。很可惜的是這次新會友聯誼大

家都沒有好好利用，造成雙輸的局面。協會舉辦各類活動都十分有意

義，理監事承辦活動辛苦之餘也能獲得承辦過程中的學習價值，會友

參加也能有意想不到的收穫，期待日後活動大家都能更踴躍參加。 

協會遵循的討論程序是活動規畫的指引，為了要讓活動更好，在變與

不變之中討論，提出適當的理由，思考提案是否有更進步的空間，以

期讓討論案更完整沒有爭議。 

欲練神功就要努力提煉丹藥，才能內外其通。期望理監事們未來再繼

續，一起同心協力發揮所長，讓活動盡善盡美。感謝所有理監事對協

會活動規劃默默的努力與付出。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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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活動預告   

一、 四月二十七日  (星期二)  會務組小組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四月份 會務組 小組活動通知 

◎主題：  網路行銷經驗分享 

◎時間：  110 年 4 月 27 日(星期二)  PM 18:30~21:30 

◎地點：  
福華大飯店五樓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ㄧ路 311 號 

◎講師：  第 31 屆常務顧問-黃海靖 

◎人員：  歡迎所有會友參加 ,並請邀約好友與會  

◎參加費用：  

沙拉吧餐費 400 元/人。17:30 可開始用餐 
(因場地租借因素，無論是否用餐，參加活動者皆需收費。請會

友事先告知來賓，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如有素食需求，請事先

告知以利備餐。) 

◎注意事項：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參加者聚集時請全程戴口罩 

(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說明：  

從前傳統行銷多使用紙本文宣廣告、電話推銷或實際業務走訪來推銷產
品，對應人們消費逐漸流行網購的生態實為不利；對比之下，網路行銷則
是運用電子產品及網際網路，這兩種管道都有高黏著度，並且行銷預算具
有高度彈性，想多少曝光只要花費相對應的廣告費即可，並且可以鎖定精
準的消費者，不像傳統行銷，無法選擇觸及人數以及受眾，可能花了大筆
預算成效卻不如預期，所以網路行銷相比傳統行銷，可以說有著無限的可
能及發展。 
 
我們邀請到黃海靖顧問為我們分享網路行銷的經驗~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主辦：會務組          

指導人 張悅揚  

   主辦人 陳虹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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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五月二日   (星期日)  登山隊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5 月份 登山隊活動通知 

◎主題: 太帄雲梯.嘜走步道(嘉義版抹茶山).太興飛瀑 

◎活動日期: 110 年 05 月 02 日(星期日）07:00 集合；17:30 回到高雄 

◎集合地點:  07:00 科工館南館集合（九如路）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及眷屬。歡迎邀約來賓參加 

◎交通方式: 遊覽車 

◎參加費用: 
 團費:1550 元/人,國小（含）以下 1350/人 

（以上含中餐，小費) 

◎備註: 報名時間至 4/20 止。 

說明： 

【全台最高】嘉義梅山太帄雲梯.老街.龍王金殿.嘜走步道(嘉義版抹茶山). 

            太興飛瀑 一日遊 

與全家大小一起漫步在雲端的美妙時光。 

請有興趣的會友接龍報名，車位有限，欲報從速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活動主辦單位:登山隊           

登山隊長  楊鳳錦 

                副隊長  陳柏宏 

輔導隊長  廖政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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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五月四日   (星期二)  五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 時    間：民國 110 年 05 月 04 日 (星期二)  18：30~21：30 

◎  地    點：寒軒和帄店二樓 (高雄市苓雅區和帄一路 33 號)   

◎ 主    席：第 31 屆理事長 馮俊憲 

◎ 與會人員：全體理、監事 

◎ 列席人員：歷屆前理事長、第 31 屆常務顧問及候補理監事、會務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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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十一日   (星期二)  五月份永續讀書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五月份讀書會 活動通知 

◎主題：  初心 

◎時間：  110年 05月 11日(星期二)下午 18:30~21:30 

◎地點：  瑟拉威咖啡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66號) 

◎參加人員：  歡迎所有永續會友參加，歡迎邀約眷屬及好友一同參加 

◎參加費用：  餐點低消(每人至少一杯飲料或餐點) 

◎學習分享：  王志清常務理事 

說明： 

「完美」不是功成名就，而是選擇放下、內心滿足的快樂。 

「初心，是溫柔的提醒，是回到原點，是我們思考人生的意義，也是最單純快樂的來

源。」 

江振誠的廚師生涯，從廚房最基層的職務起始，並以驚人的速度晉升為餐廳主廚。隨

後他來到新加坡，將他獨有的「八角哲學」概念，落實在自己開設的餐廳中──從食

物到擺盤，所見的一切，在在都是他的風格。 

 

本次學習分享閱讀希望透過書中的意涵，讓大家看到江振誠面對人生應該要有的勇

氣，無懼地接受任何挑戰與標準的勇氣，放下成功的標籤與榮耀的勇氣，和跟隨著最

初的信念心之所向的勇氣；永遠相信堅定的意志與執著，是成功最好的調味料；也告

訴自己的使命終將是要回到故鄉來帶領更多的台灣年輕人，給我們的土地──台灣。 

 

他強調，做廚師，一直以來都是很快樂的，雖然有時候，常常會忙到自己不知道在做

什麼、也會懷疑自己，但只要到了某一個階段，他就會好好提醒自己初心是什麼，好

比說為什麼當初快樂、但後期卻不快樂。 

人生的體悟 「小時候，快樂是很簡單的事；長大後，簡單是很快樂的事。」 

 

注意事項：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參加者聚集時請全程戴口罩(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

者,請勿報名)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讀書會會長 詹惠真 

                                      副會長 沈慧珊 

                                    輔導會長 施明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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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五月廿二~廿三日 (星期六~日)  五月份月例會暨國內旅遊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五月份月例會暨國內旅遊活動通知 

◎主     題： 青春永續健康來七桃，您我愛心牽手做陣行 

◎時     間： 110 年 5 月 22~23 日（週六~日） 

◎地     點： 溪頭森林遊樂區 

◎集合地點  ： 
1-高雄市科工館(南館)  

2-楠梓少年法院(高速公路閘道口旁) 

◎出發時間  ： 

110 年 5 月 22 日 (週六）  

集合地點 1-早上 8： 00 準點出發  

集合地點 2-早上 8： 20 準點出發  

◎ 旅遊行程簡介說明： 

【第 1 天】高雄集合出發→茶車秘境探訪→臥虎藏龍/竹林步道→午餐/全台

最道地的竹筒風味餐→九人座小車接駁→銀杏森林觀景台→德興瀑布→晚

餐/阿山哥竹筍風味晚餐→住宿地點﹕溪頭福華飯店(原立德飯店) 

【第 2 天】 飯店早餐→漫步溪頭森林浴→會友聯誼團康活動→午餐/菇神

香菇料理→森林小學藝術音樂茶會與愛心公益捐贈活動→晚餐/台南鳳壽

司點心餐盒→帄安返回高雄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主辦 ﹕聯誼組 

                       指      導    王志清   

                       活動負責人    張司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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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五月廿三日  (星期日)  社會關懷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五月份社會關懷活動通知 

◎主題：  
(永續偏鄉助學計畫) 
協助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小圖書館改建工程參訪活動 

◎時間：  110 年 5 月 23 日(星期日)  PM14:00~PM16:00 

◎地點：  
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小  

南投縣鹿谷鄉興產路 51號  電話：(04) 927524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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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次社會關懷活動納入 110年度 5月國內旅遊行程， 

費用已含在國內旅遊費用內。 

◎注意事項：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參加者聚集時請全程戴口罩。 

(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說明：  

      秉持本會核心價值  「關懷」與「付出」為主軸，延續本會成
立愛心基金之精神，持續推動社會公益活動，將溫暖與資源送到所需
要幫助的地方。  

故本次社會關懷活動納入本會 5 月份國內旅遊行程，藉由外地旅遊同
時又能關心到偏鄉孩童教育問題，透過實地參訪內湖國小校園，與師
生做連結互動，了解學校圖書館空間改建計劃內容，協助並實際參與
改建經費募款活動。  

此次社會關懷對象為鹿谷鄉的內湖國小。內湖國小現有圖書館係
於民國 93 年落成啟用，是木造結構的室內建築，當初建造時因空間有
限，並急於重建完工，故未注意到空間的寬敞性及功能性，導致該校
圖書館空間狹窄，學生使用性顯然偏低。因此，為了偏鄉小校的教育
環境，提升學校的閱讀空間，提高圖書館服務品質，及增進學生的閱
讀興趣及使用機率，內湖國小目前急需進行圖書館空間改善計畫。  

內湖國小校長為此特別精心安排該校學生演出森林音樂會與學生
茶師擺茶席同時宣揚鹿谷在地茶業文化。希望藉此活動讓外界參訪來
賓能增加與當地學生互動交流。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主  辦：常會組                            
指導人：吳思萱                           

召集人：林語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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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五月廿五日  (星期日)  聯誼組小組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五月份聯誼組小組活動通知 

◎主     題： 

人力資源管理~ 

1.員工常遲到雇主得否扣薪？ 

2.績效獎金是否算薪資所得？   

◎時     間： 110年 05月 25日(星期二) 下午 18:30~21:30 

◎地     點： 福華大飯店五樓(高雄市新興區七賢ㄧ路 311號) 

◎參加人員：  歡迎所有會友參加，並請邀約好友與會 

◎參加費用：  

沙拉吧餐費 400元/人。17:30 可開始用餐 

(因場地租借因素，無論是否用餐，參加活動者皆需收
費。請會友事先告知來賓，不便之處敬請見諒。如有素

食需求，請事先告知以利備餐。) 

◎活動主持：  楊鳳錦 理事 及 黃韋源 候補理事 

◎說明： 

職場上常聽到員工遲到被扣薪，這到底合不合法？也為此導致勞資雙方鬧的不愉快，

使得工作環境氛圍變得緊張；而不少雇主常以績效獎金來列為薪資發放的籌碼，此方

法是真能激發員工的向心力嗎？ 

我們將以這二個目前員工與雇主常常有的爭議事由作為我們本次會談的議題，希望藉

由多方的討論交流，能激出不同的火花～ 

我們將以輕鬆會談的方式來進行本次的小組座談，與會邀請勞方與資方代表作單方申

論及雙方辯論，加上與會來賓的意見發問，最後再由律師法律觀點來剖析問題，希望

能探討出對於這兩項議題的正確做法來幫助會友公司與個人的成長！ 

◎ 注意事項：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參加者聚集時請全程戴口罩 

             (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主辦 ﹕聯誼組 

                         指      導    王志清   
                         活動負責人    楊鳳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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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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您的分享，將更加豐

富精采。 

下期「永續會訊 110 年五月號」„會友投稿‟，截件日為 110 年 05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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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