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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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接近年中了，在這鳳凰花開的時候，也代表我在永續理事長位置的任

期也只剩一半了，對於會務運作雖有比較熟悉了，但還是覺得很多地方都還做

得不夠，期望在剩下得半年任期裡能做得更好。 

    最近會務的活動安排都相當精彩，登山隊長政裁舉辦了大崗山健行活動雖

然上次遇雨延期但這次參加人數仍然爆量，雖然天氣炎熱仍澆不熄大家的熱情，

在汗水與土雞城的美食中度過了歡樂的星期天;上星期二讀書會活動導讀的書

目是「大江大海 1949」導讀人是沈惠珊監事，惠珊相當用心的以不同以往的

導讀方式帶領會友們走進了時光隧道，他精心準備的童玩也喚起大家兒時的記

憶，當天討論相當踴躍反應也很熱烈，想必她花了相當多的心血來準備，才有

這樣的成效，相當的優秀;而今天常會組舉辦了上半年度的社會關懷活動，在

善導書院認識了院長陳文靜女士，他是平凡的單親媽媽，因為自己家庭問題讓

她想要去幫助更多的人，展現出了她的不平凡的偉大，在簡報時她的眼神中更

透露出堅毅決心，令人為之動容！而整場活動在嚴常務及理監事多次踩線的溝

通及安排下，整個流程相當的順暢，會友們也相當的愉悅，感謝嚴常務及所有

工作人員不辭辛勞地為會務付出，真是大家值得學習的榜樣。 

    今年理監事們雖然前幾個月因疫情的關係沒有表現的機會，但由最近幾個

舉辦活動可看出今年理監事非常優秀，身為理事長的我為他們感到驕傲，也麻

煩會友可多支持並用行動來鼓勵他們，而我自己也要更加加油才不致辜負他們

的用心。 

 

 

第 30 屆理事長 張兆正 109/0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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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份壽星會員 

 

 

 

 

 

 

 

 

  

  

柯政顯 06/02  陳羿伻 06/10 

陳雲清 06/12  張悅揚 06/14 

陳宏全 06/15  戴妙莉 06/17  

陳  卿 06/20  張兆正 06/21 

李國陽 06/25  陸瑞松 0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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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記錄    

【第三十屆第八次(六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09 年 06 月 02 日(星期二)  18：30~21：30 

二、地點：寒軒和平店(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33 號) 

三、主席：張兆正 理事長     司儀：副總幹事 蔡奕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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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泓圍副理事長、嚴智譯、簡裕原、張悅揚 

 理事：陸瑞松、陳晉南、蘇一峰、張司蓉、王志雄、楊鳳錦。 

 監事：王榮富常務監事、蘇幸美、林志鴻、沈慧珊。 

(請假人員：理事-沙振言、李威宏、陳虹彰、陳羿伻。監事-張英忠) 

列席人員：共計 7 人。 

 常務顧問：林鐵峰、宋明政、王志豪、謝茂彬、黃海靖等 5 人。 

 候補理事：林語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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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議通過。 

（二）主席致詞：疫情漸漸緩和，活動逐漸恢復正常運作，請各組理監事要多費心力

好好充實會務。 

（三）報告事項： 

1. 上次會議決議暨執行情形：副總幹事—蔡奕辰 

第一案：提案人：常會組 

案  由：社會關懷討論案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舉辦善導書院關懷活動。 

執行狀況：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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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討論表決通過六月份工廠參觀活動行程與預算編列。 

執行狀況：將於六月份理監事會提出工作計畫報告，另因疫情趨緩，原議定活動

後發餐盒的方式，將同時提出是否更改聚餐方式以供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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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  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狀況：依決議執行，另將於六月份理監事會提出七月份月例會的收費標準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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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蔡奕辰 

◎時間：109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18:30 用餐 19:30 開始(120 分鐘) 

書名：找好地，蓋自己的房子 PART 2 (好評再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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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人：林志鴻 監事 

參加人數：會友 25 人，來賓 3 人，共 28 位。 

說明：精心整理找地蓋屋的步驟，條列在找地蓋屋的過程中最常發生的問題，圖

文並茂的解說，詳細的流程計畫表，去年志鴻監事的導讀佳評如潮，今年

好評再探。 

 

◎時間：109 年 5 月 26 日 18:30 用餐 19:30 小組會開始 

主題：《走出疫情，健康好心情－後新冠肺炎健康保健策略》 

地點：福華大飯店 7 樓鳳以廳（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 號） 

講師：精英骨科診所院長 嚴智譯醫師 

參加人數:會友 22 人  來賓 3 人，共 25 位。 

說明：防疫策略除了自我健康管理之外，平時的養身保健還是基本之道，聯誼組

在疫情當中特別邀請永續協會的健康顧問－嚴智譯醫師為會友把關，讓我

們一同迎接健康快樂的未來！ 

 

3. 財務報告：財務長—許碧玲 

【永續協會第 30 屆財務明細】109 年五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協會 109 年 05 月 01 日~109 年 05 月 31 日止收入明細： 

 個人年費：54,000 元 

 餐費收入：66,000 元 

 請假會友：16,000 元 

 贊助收入：12,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五月份收入金額為 148,00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966,249 元。 

◎協會 109 年 05 月 01 日~109 年 05 月 31 日止支出明細： 

 理監事餐費：8,759 元 

 印刷文具用品：495 元 

 郵電費：484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次級組會補貼：18,000 元 

 其他支出：2,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0 屆五月份支出金額為 42,738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363,417 元。 

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五月份總計存款餘額為 602,832 元。 

【永續協會基金】109 年五月份收支明細如下： 

 第 29 屆結餘：1,168,836 元。 

 本月新增：利息收入 646 元。永續協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 13,23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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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月支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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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5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1,158,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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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00 元。愛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收入金額為 57,900 元。 

 本月新增支出：50,000 元。愛心基金第 30 屆累計支出金額為 50,000 元。 

愛心基金截至 109 年 05 月 31 日止結餘金額為 227,294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企研組 副理事長 馮泓圍  

六月份舉辦月例會工廠參觀活動已規劃完成，原定用餐採餐盒方式，因疫情

趨緩，故提案討論更改餐廳用餐方式。 

6/23 小組會主題為「數位轉型勢在必行」，邀請資策會創新輔導組黃崑泉組長

為我們講解數位轉型的概念，如何因應數位轉型，帶領會友從「企業診斷」

開始了解企業自身所處之階段，運用系統性的方法、工具對接可行方案，找

到最適合數位策略與數位(新)科技，以成功邁向數位轉型之路。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簡裕原 

七月份月例會講座協會特別禮聘邀請著名童書作家 格林文化發行人 郝廣才

先生擔任主講，活動也以永續年度大型講座規格來規劃舉辦，理監事群也全

體動員積極邀約會外友人共襄盛舉，本次會議提案收費標準及預算規劃。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會友訪視及新會友聯誼活動規劃於下個月舉辦。 

(4.) 常會組 常務理事 嚴智譯  

6 月 14日(日)下午 1:30-5:30 於善導書院(高樹鄉沿山公路一段 116 號)舉辦社

會關懷活動。藉由舉辦義賣活動的方式來幫助善導書院，增加她們的收入也

能銷售她們的農特產品，更能帶給孩子們付出與回饋的觀念學習。另外永續

會友因疫情關係，公司經營也大受影響，也希望透過此次活動讓會友間達到

互相幫助關懷，聯絡情感的目的。 

(5.) 讀書會 沈慧珊監事代理報告 

6月 9日(二)導讀「一九四九大江大海」一書，歡迎踴躍參加。 

(6.) 登山隊 副隊長 楊鳳錦  

6月 7日(日)上午舉辦大崗山秘境-盤龍峽谷探秘，中午於雷達壹品土雞城聯

誼用餐。敬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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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10 日(三) 於高雄高爾夫球場舉辦六月份月例賽。  

(8.) 顧問組  

會議議程增列顧問組報告，目的是讓顧問們能在提案討論及表決之前，可以

對於內容有需要補充或注意的地方，事先提醒理監事，提供建議及規畫思考

的方向，讓顧問有參與會議的感覺。也讓顧問們在有事需要提早離席前能先

表達想法回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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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六月份工廠參觀暨六月份月例會中午用餐方式變更討論案 

說  明：經四月份理監事會通過決議，中午月例會用餐方式，因疫情關係，採用發

放餐盒後即各自回家。惟本月起，疫情風險大幅降低，故企研組再提案六月

份工廠參觀中午月例會之用餐方式。 

辦  法：1.維持原議，採發放餐盒後各自回家。 

        2.中午月例會用餐舉辦地點訂於享溫馨大寮店舉行。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於享溫馨大寮店舉辦六月份月例會餐會。 

 

第二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109 年 7 月份月例會預算費用討論案 

說  明：7 月份月例會專題講座由郝廣才先生擔任講師，提出活動預算費用討論 

辦  法：討論表決確認活動費用： 

1.講師費用 30,000 元（含高鐵交通費用）。 

2.本次講座活動收費標準修改為：會友免費，家屬及員工、來賓每人收費（含

餐費）800 元。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講師費用 30,000 元以及講座活動來賓收費每人（含餐費）

800 元。 

 

第三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八月份月例會講師討論案 

說  明：原八月份企研組為「企業政策管理」相關議題講座主題，為因應疫情過後，

總體經濟情勢變化劇烈，故提案將三月份原定而未辦的「經濟趨勢」主題，

於八月份舉辦。 

辦  法：擬再度邀請三月份原定講師 上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紹豪執行長擔任八

月份講座講師，請理監事會議表決。 

決  議：經討論表決通過邀請上揚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蔡紹豪執行長擔任八月份講座

講師。 

 

(五) 臨時動議 (無) 

(六) 自由發言 (略) 

(七) 講     評 

 王榮富常務監事：理監事參加會議要多把握機會發言表達意見，才能刺激討

論達到溝通的目的，意見不代表反對，爭執不代表衝突，反而能產生更多火

花讓活動更好。 

 林鐵峰常務顧問：經過疫情，世界改變很多，注重的觀點想法都產生變化，

企業也要思考變化的方向，世界工廠由大陸逐漸轉向至區域性。生活上(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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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生意方式、科技新知(AI資安)、學習方式(遠距教學)、以及對社會想

法的改變…，都需要企業家好好思考該如何與世界同步進步。期待協會能提

供會友更新更廣的資訊共同成長。 

 王志豪常務顧問：上次會期有建議採購行動麥克風設備，請能討論規劃採購

協會目前舉辦活動所欠缺的硬體設備，以因應活動舉辦所需，讓活動舉辦更

順暢。會議資料部分，各組常務及理事長需再送印之前再詳細校對確認，以

求文字敘述及數字方面都能完整無誤呈現。提案討論的內容也要明確敘述討

論的重點以及需要決議的項目是為何。 

(八) 主席結論：看到各位理監事認真策畫活動，精神值得學習。今年遇到疫情，活動

決定辦與不辦之間十分掙扎，會友提供的意見與想法都不盡相同，對

與錯之間也難以衡量與決策，考驗著上位者的智慧與魄力。理監事要

多把握學習機會，踴躍發言，投入討論，表達看法。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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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預告   

一、 六月二十三日 (星期二)  企研組小組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 六月份 企研組 小組活動通知 

◎主     題： 數位轉型勢在必行 

◎時     間： 109 年 06 月 23 日(星期二)  PM 18:30~21:30 

◎地     點： 
福華飯店 5F 麗香苑(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 號) 

18:30~19:30 用餐 ,19:30~21:30 小組活動 

◎講     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地方創生服務處 
創新輔導組組長 黃崑泉 先生 

◎人     員： 歡迎所有會友參加 ,並請邀約好友與會  

◎參加費用：  

福華飯店 5F 麗香苑(新興區七賢一路 311 號) 

(沙拉吧每人 35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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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明：  

    工業 4.0與數位經濟的浪潮，產業正面臨巨大的改變，多數企業包含決策者、
管理者等皆認為數位轉型是當務之急，卻不知從何著手， 而如何運用數位新科技與
現有系統整合，發揮戰力，也是一大企業難題。然而數位轉型並非一蹴可幾，它是一
個組織持續努力的過程，除數位新科技的導入外，管理制度、人才培訓、全員參與及
文化思維等皆為重要因素。  

有幸邀請資策會黃崑泉組長，為我們講解數位轉型的概念，我們如何應應數位轉型，
帶領會友從「企業診斷」開始，了解企業自身所處之階段，為何與何時應進行數位轉
型， 再運用系統性的方法、工具對接可行方案，以找到最適合數位策略與數位(新)
科技，以成功邁向數位轉型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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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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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七月七日 (星期二)  會友訪視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屆七月份會友訪視活動通知 

◎主     題： 七月份會友訪視活動 

◎時     間： 109 年 7月 7日(二) 下午 2:00~5:00 

◎地     點： 歐克斯柚木(高雄市左營區曾子路 165-1號) 

◎受  訪  人：  

(一)受訪會友：盧景聰會友 

    時    間：下午 2:00~4:00    

(二)受訪會友：蘇志弘會友 

    時    間：下午 4:10~5:00    

◎訪  問  者：  劉黃涵琳 會友 

說     明：  
 

一、 了解盧景聰會友對傢俱的啟蒙與堅持，從整體規劃、到府丈量、

免費設計、3D 彩圖、完整施工等一條龍作業，他的用心讓客戶
感動，並放心把房子的傢俱及裝潢交給他負責，讓客戶體會到

「傢俱是因生活需要而設計的」，大家一起來聽聽從無到有的心

路歷程。 
 

二、 去年度剛入會的志弘會友，是個執業律師也是幸美會友的弟

弟，在幸美會友遊說下志弘會友參加了讀書會，又參加了月例

會，便對永續著迷，今日趁此良機讓我們好好的認識志弘會友

也一起來聽聽他在幫客戶打官司經驗談。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聯誼組 

                指      導    張悅揚  0919-136-701 

                訪視負責人    張英忠  0929-97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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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七月七日 (星期二)  七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 時    間：民國 109 年 07 月 07 日 (星期二)  18：30~21：30 

◎  地    點：寒軒和平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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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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七月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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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份 月例賽  比賽通知 

日期時間 109年 7月 8(三) 報到時間：AM 11：30  開球時間: PM12：00 

球賽地點 大岡山高爾夫球場 球賽地點 

球場地址 高雄市田寮區西德村長山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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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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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七月十四日 (星期二)  七月份讀書會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0 屆 七月份 讀書會 活動通知 

◎ 書名 國父「們」︰被遺忘的中國近代史 

◎ 時間 109年 7月 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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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悅揚 常務理事 (富邦產物保險 資深專案襄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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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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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國父」孫中山成立同盟會，歷經十次革命百折不撓，創建民國，是大家都耳熟

能詳的故事，但其實除了孫文之外，還有很多為了革命流血流汗默默付出的幕後

英雄，他們也一樣是「催生」中華民國的「國父」們！ 

孫文     職業：演說家   外號：孫大炮   專長：嘴炮演講、籌錢救國  

黃興  職業：孫文鐵桿支持者   專長：三指開槍  

宋教仁 職業：革命金頭腦     專長：地下活動  

汪精衛 職業：熱血文青         專長：寫文章，代表作是〈國父遺囑〉 

歷史可以被原諒，但不能被遺忘。作者依據史實，用輕鬆、幽默之筆法，將中國

近代史上重要之史事與人物娓娓道來。讀者在閱讀此書時，消遣之餘，亦得以了

解歷史的真相。兼具娛樂與知識之雙重效果. 

透過本書，悅揚 常務理事將帶領大家一起還原歷史的真相，重新探索這段改變

近代中國命運，最波瀾壯闊、風起雲湧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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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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七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七月份月例會—人力資源管理講座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三十屆七月份月例會【人力資源管理講座】通知 

◎主題：  今 天 

◎時間：  
109 年 7 月 21 日(星期二)   PM 17:00 開始報到 

PM 17:30 ~ PM 19:30 講座時間 

PM 19:40 ~ PM 21:00 聯誼餐會及月例會 

◎地點：  
寒軒飯店和平店  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二路 33 號   

講座地點：5 樓寶軒樓  餐會地點：2 樓明軒樓 

◎講師：  著名童書作家/格林文化發行人  郝廣才先生 

◎人員：  敬邀所有永續會友、眷屬及請廣邀來賓朋友一起參加 

◎參加費用：  
永續會友免費參加。 

會友親屬及來賓:收費 800 元 /人 (含餐費)。 

◎說明：  

  一年 365 天，每一個「今天」都在述說著一個真實的故事。 

  「今天」開啟一扇扇大門，穿梭於時光與歲月的記憶，回到歷史的開端。 

  帶我們看見閃耀在黑暗中的人性光輝，品味比虛構更動人的真實故事， 

  並帶我們一同找到迎向未來的勇氣和改變人生的力量。 

◎佳句摘錄： 

1. 如果天鵝被企鵝養大，他也不知道自己會飛。 

2. 偉大的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總是保持幽默。 

3. 善良的人不可以遲疑，否則你的良心會讓你難以承受。 

4. 『英雄』不只是勇敢，他的行為不是為了自己。 

5. 因為單純，使他忘了自己。因為善良，使他超越自己。 

請各位會友及來賓注意，本次講座時間和以往不同，【先聽講座再用餐】， 

請各位會友及來賓穿著正式服裝提早報到進場，聆聽大師的精采講座。 

理事長 張兆正 敬邀   

 

  會務組主辦                    

指導  簡裕原 0933-284063 

小組召集人 楊鳳錦 0973-55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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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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七月號」〝會友投稿〞，截件日為 108 年 07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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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