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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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屆年度會務方針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2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理事長的話    

 
雖然新冠肺炎疫苗已經上市，但全世界的疫情並無明顯放緩的趨勢，理事

長提醒所有會友，保持良好的生活習慣，出門必帶口罩，保持一定社交距離，

拱手不握手並且勤洗手，才能在新的一年，身體健康，持盈保泰。拜國內疫情
控制得宜，目前沒有擴大社區群聚感染之勢，因此目前協會的所有活動，仍繼

續按照計畫向前邁進，希望讓所有會友能在疫情期間，有個充實的永續生活。 

 

新年連假之前，讀書會請來嚴智譯理事，為大家導讀特別的書目：BK測

詴-身體會告訴你什麼最好。席間帶領所有會友與來賓實際操作，讓大家玩得

不亦樂乎，也不禁讚嘆原來我們自己的身體裡，藏有自己生命的鑰匙，也感謝
本書的作者以及嚴理事，讓我們能實際瞭解這把鑰匙的使用方式。「可以沒有

讀過書但不能不來讀書會」，沒有能來參與的都會覺得惋惜，這是讀書會的價

值所在，也是永續的價值所在。已經錯過會友們，今年還有更精采的在後頭，
請大家敬請把握機會，不要錯過。 

 

全世界的經濟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猶如戴上氧氣罩呼吸的病人，需要不
斷的加油打氣、給予營養支持，也因此世界各國在疫情當頭之下，得要不斷對

資本市場注入大量資金、印製鈔票，來維持各國經濟活動。全世界股市目前牛

氣沖天，房地產市況也是一片火熱，目前仍不見疲態。也拜疫情所賜，加速了
網路與科技業的發展進程，像是 5G通訊軟硬體設備、電動車與自動駕駛車輛

等相關產業鏈的上中下游，一片前景看好滿手訂單。在大家都如此樂觀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更應該要更加審慎，來因應接下來的景氣循環？對於未來一年的總
體經濟情勢，本會於三月份，力邀重量級的王兆立分析師，來解析未來一年的

總體經濟情勢，以及台灣投資環境展望。期望在接下來的一年當中，我們能掌

握住經濟的趨勢脈動，事先做好投資配置，避開投資地雷，迎接下一波商機的
到來！ 

 

留心永續，參與、投入、交流，才能感受與領略永續協會的價值，希望新
的一年，大家能把心的時間空下來，留給永續也留給自己，並且多多鼓勵好友

與新生代來一同參與，讓永續價值能繼續擴展傳承。迎接嶄新的金牛年，理事

長在此恭祝所有會友，金牛犇福財，好運旺旺來，闔家保健康，永續大未來！ 
 

 

理事長  馮俊憲 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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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壽星會員 

 

 

 

 

 

 

 

 

 

 

 

二月份入會新會員介紹 

姓 名：鄭乃瑞 先生   (個人會員)   

介 紹 人：馮俊憲     110 年 02 月份入會  

服務單位：東慶建材有限公司 經理    

經營項目：磁磚 

經營理念：讓員工都能賺到錢,給家人安心的環境。 

人 生 觀：不用怕,做尌對了。 

興趣休閒：高爾夫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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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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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元銘 02/23 

徐立聲 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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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第三十一屆第四次(二月份)理監事聯席會會議記錄】 

一、時間：民國 110 年 02 月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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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人。 

 常務理事：吳思萱副理事長、張悅揚、王志清、李威宏 

 理    事：沈慧珊、張英忠、林佩琪、楊鳳錦、陳羿伻、蘇一峰、嚴智譯、 

          陳柏宏、張司蓉、蘇志弘。。 

 監    事：張兆正常務監事、林語桐、王志雄、陳晉南。 

  請假人員共計 1 人：監事-陳虹彰 

列席人員：共計 7 人。 

 常務顧問：宋明政、蔡美華、黃海靖、王榮富等 4 人。 

 會務人員：蔡奕辰總幹事、劉黃涵琳副總幹事、魏毓奇財務長等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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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顧問列席指導。疫情變動不定，是否會影響後續活動的運作各
組常務也在密切關注中，應對疫情是否如期舉辦活動也請大家提出
想法來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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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誼組 

案  由：第 31 屆二月份新春聯誼活動企劃討論案 

決  議：無異議通過 

執行情形:委由聯誼組照案執行並由聯誼組於 2 月理監事會議提出工作報告。 

 

第二案：提案人：常會組 

案  由：三月份總體經濟展望論壇之活動時間流程討論案 

決  議：表決結果通過 3 月 16 日(二)三月份月例會於 18:00~21:00 舉辦。 

執行情形: 已準備好講綱規劃，將於二月份理監事會提出討論。 

  

第三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新會員入會申請討論案 

決  議：經表決結果通過黃章華先生入會申請。 

執行情形:由會務中心通知入會，並已加入 LINE 群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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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會務報告：副總幹事—劉黃涵琳 

◎時間：110 年 1 月 12 日（星期二）PM18:30-21：30 

  地點：瑟拉威咖啡館 2 樓（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66 號） 

  主題：大前研一/聰明人必做的十件事 

  講師：王志豪常務顧問 

  參加人數：會友 22 人，來賓 1 人 

  

◎時間：110 年 1 月 19 日(星期二)PM 18:30~21:30 

  地點：寒軒大飯店和帄店五樓（高雄市苓雅區和帄一路 33 號） 

  主題：第 31 屆一月份月例會（怡安人文精神講座） 

  講師：胡海音 老師 

  參加人數：會友 66 人，來賓 3 人 

  

◎時間：110 年 1 月 26 日(星期二）PM18:40-PM21:00 

  地點：怡良電機（高雄市苓雅區武廟路 66 號） 

主題：永續怡安月小組會（意識會談） 

講師：黃泰璋 老師 

參加人數：會友 13 人，來賓 18 人 

 

◎時間：110 年 1 月 30 日 PM3:30-PM7:30 

  地點：愛河之心/棧貳庫/旗津 

  主題：駁二旗津踩風輕鬆騎 

  主辦：永續登山隊 

  參加人數：會友 8 人，來賓 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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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月 01 日~110 年 01 月 31 日止收入明細： 

 新會員會費收入：5,000 元 

 個人年費：114,000 元 

 請假會友年費：4,000 元(邱淵郎、蔣尚澄) 

 餐費收入：114,000 元 

 理監事餐費收入：20,000 元 

 新會員年費收入：12,000 元 

 新會員餐費收入：12,000 元 

 講座收入：2,400 元 

 贊助收入(理監事)：10,000 元 

 贊助收入(前理事長)：1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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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期結餘：20,240 元 

以上協會第 31 屆一月份收入金額為 328,640 元。累計收入金額為 828,64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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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會員會費轉入基金：5,000 元 

 講座費用餐費：32,750 元 

 理監事會餐費：15,500 元 

 講師費用：10,000 元 

 年會活動費用：9,000 元 

 印刷文具用品：2,445 元 

 會務津貼：13,000 元 

 小組活動支出：3,500 元 

 其他支出：2,000 元 

以上協會第 31 屆一月份支出金額為 93,195 元。累計支出金額為 138,208 元。 

永續協會第 31 屆一月份財務收支總計存款總額為 690,432 元。 

【永續協會基金】收支明細如下： 

 年度結餘轉入：1,125,898 元 

 本月新增:利息收入 438 元+新會員會費收入：5,000 元=5,438 元 

永續協會基金總計結餘金額為 1,136,336 元。 

【永續愛心基金專戶】收支明細如下： 

 30 屆結轉：128,428 元 

 上期收入：44,000 元 

 1 月份新增：45,900 元 

永續愛心基金至 110 年 1 月 31 日止總計結餘金額為 218,328 元。 

 

4. 機能小組及次級組會報告 

(1.) 常會組  副理事長 吳思萱  

本次會議提出三月份月例會講綱討論案及社會關懷活動提案。 

(2.) 會務組  常務理事 張悅揚 

本次會議提出審核永續協會第 30 屆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案、四月份月例
會講師人選討論、倉庫租賃續約及協會官網網域租用續約討論案。 

(3.) 聯誼組  常務理事 王志清 

本次會議提出國內旅遊討論及新會友活動討論案。近日因為疫情升溫緊張，
高雄市宣布禁止探病及活動舉辦人數限制，年後即將舉辦新春活動，為配
合政府規範將提請討論舉辦活動的因應措施，以期達到最好的安排。 

(4.) 企研組  常務理事 李威宏 (無) 

(5.) 讀書會  副 會 長 沈慧珊  

2 月 8 日(二) 於瑟拉威咖啡館舉讀書會，邀請嚴智譯醫師導讀『BK 測詴˙

身體會告訴你什麼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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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登山隊  隊  長 楊鳳錦  

2 月 27~28 日舉辦 228 連假寶來露營趣活動，請有興趣的會友接龍報名，
營位有限，欲報從速。 

3 月 21 日(日)匠愛路跑活動於橋頭國中舉辦，理事長本著希望大家可以攜
家帶眷，把爸爸、媽媽、兒子、女兒都能帶出門運動，也不用有任何壓力，
所以我們特別都只報名 3K，但若有會友想要多跑，尌可以自行延長路跑
時間。 

(7.) 高球隊  總 幹 事 陳虹彰  

2 月 24 日(三) AM 10：00 於山湖觀高爾夫球場舉辦第二十七屆高爾夫球聯
誼會 2 月份月例賽。年後高球訓練班開班授課，歡迎有興趣的會友報名參
加。 

5. 顧問組指導 

(1.) 宋明政常務顧問:建議登山隊活動多舉辦登山行程，郊山輕鬆健行也是能讓會
友多多運動的好規劃。 

(2.) 蔡美華常務顧問:本次有整理表列出交接典禮活動預算及支出對照明細，可供
日後活動參考，值得嘉許。會計年度是 1/1~12/31，因為 31 屆的年度正式收支
還沒開始，在交接典禮有產生預收預付的費用，建議可先以流水明細紀錄，
等到 1/1年度開始時再開始記帳並合併紀錄於 1月份的財務收支報表中提報理
監事會議，以符合會計年度起迄日期。 

 

  （四）討論事項： 

第一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審核永續協會 109 年度收支決算表案 

決  議：經表決通過，請會務中心呈報請主管機關核備，於 110 年 11 月召開會員

大會時再提報會員大會，進行追認程序後再報請主管機關，完成 109 年度

財報核備作業程序。 

 

第二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第三十一屆新會友第一次聯誼活動地點討論案 

決  議：表決通過 3 月 27 日(六)於鹽埕區舊三和銀行舉辦新會友聯誼，由聯誼活

動費用科目中編列預算 3,000 元為支付邀請之新會友及分享前理事長之飲

品餐費，餘參加會友自付飲品餐費。 

 

第三案：提案人：聯誼組 

案  由：第三十一屆五月份國內旅遊活動企劃地點及預算補助款支出項目討論案 

決  議：1.表決結果以 14 票通過於 5 月 22~23 日舉辦國內旅遊，旅遊地點為溪頭

二日遊。詳細旅遊活動行程及費用請聯誼組尋找旅行社規畫後提出報價

並再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2.預算補助款支出項目討論案，因為尚需配合活動行程及費用規畫，故提

請擱置動議並通過同意擱置此案，再於下次會議提出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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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提案人：常會組 

案  由：第三十一屆永續協會關懷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小圖書館改建工程款捐款案 

決  議：表決通過舉辦鹿谷鄉內湖國小社會關懷參訪活動，並由愛心基金提撥 5

萬元捐贈南投縣鹿谷鄉內湖國小圖書館改造計劃所需經費。 

 

第五案：提案人：常會組 

案  由：三月份總體經濟展望論壇課程大綱討論案 

決  議：表決通過三月份月例會總體經濟展望論壇主題為『美選過後，台灣未來經

濟展望』。 

 

第六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第 31 屆四月份月例會企業策略管理講座講師討論案 

決  議：表決通過邀請經濟研究院主任孫明德博士擔任四月份月例會講師，講師

費:20,000元 交通費 3,000元。 

 

第七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倉庫續約提案 

說  明：倉庫租約於 110/2/28日到期，房東要求由 4,000元漲至 4,500元，且因

市政府有發文公告，會調漲無開業之門市清潔費，要求如果正式調漲頇各

付一半。 

決  議：經提出修正動議後表決通過，依照房東要求續約，重新簽一年約，半年繳

一次，租金費用由永續基金支付。以一年期間內再請前後任總幹事尋找更

合適的場所地點，在明年合約期滿前再提案討論。 

 

第八案：提案人：會務組 

案  由：網域租用續約提案 

決  議：協會官網網域名稱「egc.org.tw」租約於 2021/04/19到期，表決通過續

約三年 2,160元，續約費用由永續基金支付。 

 

第九案：提案人：企研組 

案  由：新會員入會申請討論案 

說  明：鄭乃瑞先生任職於東慶建材有限公司，由馮俊憲理事長推薦邀約參與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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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通過鄭乃瑞先生通過入會申請。 

 

(五) 臨時動議  

 

(六) 自由發言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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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講    評 

 張兆正常務監事：會議時間發言掌控宜再注意。會議必備的議事規則本次未

放置，請會務中心開會前要確實準備，讓理監事能適時參閱。一月份小組會

參加的會友人數比來賓少，比較可惜，之後要多宣傳並主動邀約會友參加。

顧問指導方面，建議是盡量能先針對議案是否符合的議事規則來提供建議及

指導，提案內容及會務的建議方面，可於講評時再提出建言，指導日後改善

方向，以節省會議進行時間，也可讓理監事從錯誤中學習成長，印象更深刻。 

 黃海靖常務顧問：理事長要多注意會議時間掌控，控制發言時間，以確保會

議於時間內有效率的進行，議事規則也要在會議前多加閱讀並遵守。 

(八) 主席結論：感謝理監事踴躍出席會議，今天因為一些會務合約已期滿需要續約討

論，造成討論議題較多，延誤閉會時間，時間掌控上下次會再多留意。

這次會議理監事們十分盡責，不論在活動的超前規劃及發言討論上都

十分盡心及踴躍。農曆年假將至，請大家多留意防疫安全與健康，並

預祝大家新的一年都能拚出好事業。 

 

(九) 閉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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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期活動預告   

一、 二月二十四日 (星期三)  高爾夫球聯誼會月例賽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二十七屆高爾夫球聯誼會】 

110 年度 2 月份月例賽比賽通知 

日期/時間 
110年 2 月 24日(星期三)  

報到時間：AM 10：00 / 開球時間: AM10：30 

球賽地點 山湖觀高爾夫球場 餐會地點：球場餐廳  

球場地址 屏東縣高樹鄉廣興村中正路 190號 (08)7956600 

【高爾夫球場】 

  於民國七十八年正式開幕、緊鄰屏東山地門的山湖觀高爾夫俱樂部，是

二十七洞休閒球場。緊臨屏東山地門，環境優美、遠離塵囂，是眾多球友流

連忘返的地方，享受靜謐大自然之美，山湖觀球場擁有得天獨厚的扇形地形

與內凹外高緩坡地形，配合景緻優美的人工湖及溪流，巧奪天工，渾然天成，

融合西方寬敞及日式精緻，給人煥然一新的感激。 是兼具挑戰與趣味的球

場。 

一、麻煩各位會友踴躍出席比賽,天氣多變化注意多喝水及保暖.謝謝大家。                                                                    

二、期待會友踴躍參賽並讓球賽順利完成。 

             會  長：馮俊憲    副會長：陳晉南            

     報名處~ 總幹事：陳虹彰 0933-281940        

             財務長：吳思萱 0989-343400      聯合敬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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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二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星期六~日) 登山隊露營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屆 2月份登山隊活動通知 

◎主題: 228連假寶來露營趣 

◎活動日期: 110年 02月 27~28 日(星期六~日)  

◎營區地點: 寶來遠山望月露營區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及眷屬。歡迎邀約來賓參加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 

◎參加費用: 
露營 2000元/帳(4.5 米木棧板) 

露營車 7600 元/2人ㄧ車（可加 2人，1人加 500元） 

說明： 

營地位於寶來花賞溫泉公園旁，環境清幽，視野開闊，除能擁抱大自然，

也能泡湯放鬆。每個營位均配置專屬電箱與洗手槽，營地也有數間淋浴室與

廁所，相當方便。 

目前已預定 6個棧板營位，全新露營車開放預定。活動行程另行公布。

請有興趣的會友接龍報名，營位有限，欲報從速。 

A.二天二夜(2/26 夜衝) 

B.二天一夜（帳篷） 

    C.露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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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日   (星期二)  三月份理監事聯席會議 

1. 時    間：民國 110 年 03 月 02 日 (星期二)  18：30~2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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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    席：第 31 屆理事長 馮俊憲 

4. 與會人員：全體理、監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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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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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三月九日  (星期二)  三月份讀書會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 屆 3 月份 讀書會 活動通知 

◎主題：  你是誰，比你做什麼更重要 

◎時間：  
110 年 3 月 9 日(星期二) PM18:30~PM21:30 
PM：18：30開始用餐/ PM：19：30開始讀書會活動 

◎地點：  
Cest La Vie 瑟拉威咖啡館 

 (高雄市新興區民族二路 66號) 

◎講師：  王榮富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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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點低消，每人至少一杯飲料或餐點 

◎說明：  

  組織行為大師〃倫敦商學院創始人〃管理哲學家查爾斯〄韓第 ，唯一與杒拉克齊名

大師中的大師，從人生、工作、家庭、金錢、信仰，都將面臨更快更大的改變， 

管理哲學大師韓第的 21封信，是我們在 21世紀必頇面對、回答的問題，英國當代管

理思想大師留給後世最珍貴的禮物，是在變動的年代，抓住機會、應對人生挑戰的生

存指引，被尊稱為「英國國寶」的韓第，透過嚴密的思考推理及個人的實踐，數十年

來，多次精準預言新管理文化、新組織、新工作型態的出現。高齡近 90歲的韓第，以

信件的形式，清晰而樂觀的依序提出每個人都需要問自己的問題，並以自己為例，點

出問題的思考方向，指引職場工作者、企業家、公民、哲學家和夢想家等新一代的人

找到人生機會與挑戰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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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六日 (星期二) 三月份月例會暨總體經濟展望論壇 

 

    高 雄 市 企 業 永 續 經 營 協 會 

     第 31 屆三月份月例會【總體經濟展望論壇】活動通知 

◎主題：  美選過後，台灣未來的經濟展望 

◎時間：  

110 年 03 月 16 日(星期二) 

PM 18:00~PM 19:00 餐會時間及月例會 

PM 19:00~PM 21:00 講座時間 

本次講座為配合講師時間，月例會將提早18:00開始， 
敬請準時參加 

◎地點：  寒軒飯店和帄店五樓( 高雄市苓雅區和帄一路 33 號) 

◎講師：  豐銀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王兆立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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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永續會友:免費參加   2.邀約眷屬及來賓:800 元/人 

( 無論是否用餐，參與人員皆需收費。若有素食需求請報名時先告
知，可安排素食餐點。) 

◎注意事項： 
1.配合政府防疫政策，請參加人員視身體狀況及聚集時，請全程戴
口罩(若有發燒或呼吸道症狀者，請勿報名。)。 

2.若遇疫情升溫，主辦保留變更餐飲方式。 

     在 109 年疫情瞬息萬變下、中美大戰及美選過後，國際及
國內經濟、產業市場變化快速，我們除了固守工作崗位外，更要
了解國際及國內經濟趨勢。  
    此次活動邀請豐銀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深分析師  
王兆立老師演講「美選過後，台灣未來的經濟展望」相關主題。  
   王老師將暢談美國總統大選後，「台灣 /全球經濟趨勢」、「中
美關係對台灣產業的影響」、「台股未來趨勢」….等三大演講
主題，讓與會會友及來賓透過「總體經濟展望論壇」活動，更了
解現在到未來的經濟變化，協助永續會友瞭解國內經濟趨勢發
展，共創事業佳績。  

理事長 馮俊憲 敬邀   

 

                   主辦單位：常會組  

            指  導 吳思萱  

召集人 沈慧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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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三月二十一日  (星期日) 登山隊活動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第 31屆 3月份登山隊活動通知 

◎主題: 匠愛路跑 

◎活動日期: 110年 03 月 21 日(星期日)  05:30-06:00  集合 

◎集合地點: 橋頭國中 

◎參加人員: 永續會友及眷屬。歡迎邀約來賓參加 

◎交通方式: 自行開車或共乘 

◎參加費用: 3KM  500元 

◎備註: 請準備小背包、毛巾、水壺、帽子（遮陽） 

說明： 

請大家支持匠愛路跑活動，可跑出健康跑出愛心。 

此次公益路跑理事長本著希望大家可以攜家帶眷，把爸爸、媽媽、兒子、

女兒都能帶出門運動，也不用有任何壓力，所以我們特別都只報名 3K，但若

有會友想要多跑，尌可以自行延長路跑時間。 

 

請接龍報名，並填入下列報名資料私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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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16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文章分享    

31 屆一月份月例會【怡安人文精神講座】心得分享 

會務組 召集人 林佩琪 會後心得 2021.1.20 

    月例會用回顧的型態以劇場方式呈現 30 年前議事情境﹐讓所有會友如穿

越時光隧道回到歷史場景中﹐除了感動的同時也更深入領略到創會的初衷。透

過學習﹐讓企業資源得以強化成為核心資源【核心資源理論】﹐運用於策略之

中﹐競爭的市場﹐不需懼怕競爭對手﹐只需明白自己有何存在價值【長板策略】

而加發展至極致﹐發展出屬於自己獨特的經營模式﹐在產業界不論橫向或是縱

向﹐皆有屬於自己的企業定位﹐這就是存在的價值【價值理論】。一場簡短的

回顧劇﹐已將策略的三個構面臨淋漓表述:1.營運範疇 2.核心資源 3.事業網絡。 

    主修「策略管理」的我﹐深深相信﹐企業經營的不易﹐守成更是維艱。創

業的經營不單是以營利為目標﹐更有其社會的責任﹐所以更應以永續經營為企

業願景。回顧 30 年前﹐前輩的議事會談中﹐已經談到策略經營的三構面﹐當

下讓我深感佩服﹐恨不得也真實的能回到 30 年前參與議事﹐想必所有的精神

已融匯在我們永續核心價值中。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的宗旨: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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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再致意永續的朋友們 

胡海音 2021/1/31 

一眨眼，“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邁入第三十一屆了。 

謝謝俊憲理事長的發願、讚嘆企研組的承擔，讓我們一起思索：永續協會走過

三十年的美好，要如何活出再一個三十年的光彩呢？ 

 

今年一月份的月例會是“永續怡安人文講座”，想要【回溯永續初衷，對話形

塑共識，你我承肩向前】。 

主辦的企研組投入了好大的心力，匯集了創始及前期的點滴，編演了四幕故事

劇，企圖重現陳怡安老師當年陪伴協會成長的軌跡，尋覓永續協會的精神與文

化，作為傳承的基礎與脈絡。 

永續的核心價值正是大家肯定的文化傳承的基礎： 

「真誠」與「實在」  

「關懷」與「付出」 

「學習」與「成長」  

「愛心」與「包容」 

我聽到大家見證這份核心價值落實與踐行在協會的運作與互動裡。 

 

更珍貴的聽到大家提出：永續協會需要創新。 

這真是太好了！ 

有人說：正如我們自己經營的企業，需要交由下一代來掌舵呀！ 

在快速變化的年代，外部環境風雲詭譎，生存本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還要求

發展，還要期許永續，豈能不戒慎恐懼、求新求變呢？ 

 

三十年，一萬多個日子。 

台灣的產業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80 年的 GDP 農業占 7.7%，工業 45.7%，

服務業 46.6%；2017 年農業 1.7%，工業 35.8%，服務業 62.9%。 

我們看永續協會，初成立時的會員幾乎都是製造業，中小企業為多，參加的也

幾乎都是經營者或高階管理者；近年的會員組成已然有很大的變化了。 

 

那麼，我們的“不易”與“變易”又應該是甚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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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不是一天發生的，是存在於每一個過程裡的。 

正因為如此，我們察覺到：走過這三十年，真要大大的感謝歷屆的理事長、理

監事團隊及每一位會友，多少生命在這裡付出、貢獻，也都得到滋養、成長。 

 

我們敬愛的陳老師走了六年三個半月了，永續這個家族裡曾經身為他學生的同

學，都會感念他給我們的影響，想到陳老師，就自然湧現感念的心情。 

我們期許協會留給會員及社會的是甚麼呢？想到永續協會，還會記得甚麼呢？ 

 

我深深的感謝所有永續的好朋友們，想到永續，就有好多的回憶，滿滿的情誼。 

祝願永續協會有再一個光彩的三十年、再一個光彩的三十年……. 

 

個人一定會不在了，但是，永續協會可以恆常存在，因為有它存在的意義與價

值。 

那麼，我們這個協會就“名符其實”了！ 
 

 

 

 

  



            高雄市企業永續經營協會 

                    同心結合        互通訊息          19         永續經營        無限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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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三月號」〝會友投稿〞，截件日為 110 年 03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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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