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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目

上週民國106年九月廿六日
第1195次例會，邀請孫旭
群 PhD博士作「企業的創新與
思考」專題演講。
Catia陳俊清社長報告，歡
迎講師孫博士伉儷及美國RYE
學生廖文琪、墨西哥RYE學生
陳美佳及吳元益先生與會，因
入社需連續出席四次例會並經
理事會通過，吳元益中間休息
一次，所以要重新來過，希望能
在12月的慶生會中宣誓入社。
Catia社長報告，再次懇請
◎
◎

例會時間：每星期二下午06:30-08:00
Mail：rotary.club17@msa.hinet.net

【 10月份慶生會暨結婚週年活動暨中秋女賓夕 / 金榜題名 】

各位社友踴躍報名參加10月22
日扶輪日活動，因目前報名的
人數不多。是否請腳踏車隊動
員參加，從市政府騎到都會公
園的行程。
Catia社長報告，11月11日
馬拉松已開始報名，本社有二
隊共16人參加，我也報名，還
有三公里健走是比較輕鬆的，
希望次級團體能組隊報名參加，
沒有來的社友再請社友轉達。
Onsen馮賀欽秘書報告，10
月3日舉辦慶生會暨中秋女賓夕
、金榜題名，地點在清新溫泉
會館，歡迎社友偕夫人、小扶
輪踴躍參加。
Onsen秘書報告，10月10
日(二)因逢國慶日連續假期，休
會乙次。
Onsen秘書報告，明天下午
二點舉辦台中家商扶少團第6、
7屆交接，地點：第一會議室，
請各位社友撥冗參加。
在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

www.south-gate.org.tw

◎

原10月24日例會變更到10
月22日舉辦「地區扶輪日」，
地點：台中都會公園，安排反
毒、樂團表演、藝文活動暨配
合捐血及器官捐贈宣傳，12點
結束，社長宴請參加人員吃午
餐，地點：頂園燒鵝担仔廚房
餐廳（西屯區安和路121-19號)
Sugar何志修當日聯誼報告
，Printing帶來圓滿戶外劇場
2017「聽，見」音樂會入場券
40張，由臺中市政府勞工局主
辦，歡迎社友索取。

社館：403台中市西區台灣大道二段181號12F之10
電話：04-2329-4202 ◎ 傳真：04-2329-4203

第1195次例會

孫旭群 博士
（暢思諮詢有限公司 總經理）

企業的創新與思考

▲孫旭群 博士演講：「企業的創新與思考」

上週民國106年九月廿六日第
1195次例會，邀請孫旭群
PhD博士作「企業的創新與思考
」專題演講。

Sugar介紹孫旭群博士，與
孫博士是東海的同學，後來他往
學術界發展，一路與夫人前後拿
到博士學位。孫博士36歲任職漢
翔航電處處長，經過漢翔航電的
洗禮，一路上作過大企業的管理
顧問，像是美國BMGI企業管理
顧問大中華區董事總經理、華宇
企管六標準差事業部副總經理…
等，諮詢專業是戰略思維、戰略
分析、戰略管理、創新工具。
孫旭群博士說，過去在兩岸
教得的比較多是戰略、創新、變

革，今天來談談『策略思考』。
目前企業正面臨環境的變化
及挑戰，希望帶給大家不一樣的
思維，給公司的團隊，向上提昇
的競爭力。
一個人切忌從眾，但是，光
有「思想」的能力是不足的，人
還要具備「思考」的能力，才能
發現事物深層次的本質，我們所
謂的「洞見」，指的就是「思考
」。
怎麼培養看到事情的本質？
所謂見山不是山。所以談策略思
考首先酌重培養看事情的洞察力
。如果沒有培養洞察力，那你看
得到的，你的競爭對手也看得到
，兩邊看的都是一樣，你憑什麼

拿出較好的策略出來？所以我們
一定要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
相同的東西，我們看到別人看不
到的，那就是「洞察力」。
台灣有一家上市公司(HTC)
2006.5股價來到1,220元到
2017.9.25股價收為81元，很早
我就看到它的一些問題，它學了
三星的戰略，但又不具備三星的
基本條件，所以好的策略是要做
跟別人不一樣的，從HTC的例子
看出來經營絕對不是很簡單的事
情，而且經營環境絕對變化很大
。所以我們經營時一定要兩手策
略，一方面要顧及利潤，一方面
要顧及成長，不能固守現在，更
要看待未來。
福布斯(Forbes)70周年報導
，1987年福布斯發佈了它的全美
最大公司〝福布斯100強〞名單
，並將它與1917年的第一份名單
進行比較。
不過，原來的公司中只有18
家還留在1987年的〝100強〞名
單中。它們中的61家不再存在，
21家離開〝100強〞名單。
只有兩家公司，通用電氣
(GE)和柯達(Kodak)的績效好于
整體市場水準。但隨後柯達的業
績明顯變差。
面對未來的挑戰，需要一心
二用：改善現況、創建未來。
那麼，如何利用策略思考
(ST)讓我們的現況連結到未來狀
態？你須要靈巧地；很好地去理
解你現在需要的？你想要去哪裡
？因為成長是CEO的最重要的工
作。
美國前國防部長說過這樣的
話：「我們知道我們知道；我們
知道我們不知道，我們其實不知
道我們不知道的；」而我們不知
道我們不知道的，才是我們經營
策略上最大的風險。
我們會思考嗎？85%管理團
隊每個月僅投入低於1小時的時
間與團隊研討其部門的策略，雖
然每個公司可以為改變策略的困
難點列出許多理由，但對絕大部
分公司而言，真正的原因是策略

台中南門社

▲2017.9.29(五)廖俊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秘書伉儷、秘書伉儷、
劉柯成伉儷、柯富揚伉儷、劉正忠伉儷

略思考三部曲：
(1)浸潤：對於信息(信息)的
消耗，套句話說，策略性思考不
可能在1天內完成，或是藉由1~2
日離開工作的討論會產生出來。
我們必須去餵養我們的機器
，我們必須與他人在茶歇時去測

▲

探訪中興國中

探訪光榮國小

▲

扶輪之子探訪活動在服務計劃主委Kenchiku夫人琳琳帶
領下，Lawyer與憶嫻，閻心岳老師與夫人房麗容，一起
去探訪在南投四所國中小的七位扶輪之子。

▲

扶輪之子 探訪活動

試及分享我們所得到的半個想法
(half idea)，然後回去收集更多
的觸點(dots)。
(2)醞釀：是需要時間去處理
我們所收集到的觸點。我們的大
腦需要時間去處理我們所吸收到
的資訊，而大部份的處理過程是

▲

思考並非管理團隊的核心能力。
我們不能用與以前一樣的思
維去解決現在我們所面臨的新問
題，由於現在的環境以大幅不同
於從前，過往的解決法亦可能無
法解決此刻問題(如愛因斯坦的
敘述)，所以我們要接受新的方
式來面對問題，偉大的想法從何
而來？靈光乍現、靈機一動、突
然的發現、一次天才的舉動。
所謂的創新，就是對那些相
同的問題或需求(Jobs)提出更好
的解決方案。掌握事物的本質是
洞察力的核心能力。
策略思考是可以學習的，策

家庭懇談會

探訪水里國中

探訪成城國小

發生在晚上10點到次日早上6間
之間，這是正確的，也正好符合
英文口語：讓我睡它一下(sleep
on it)。
我們也必須要〝折磨〞那些
我們收集的觸點，並用來建構一
種心智模型(mental models)。
(3)啟發：你要如何根據你所
孕育的洞見以產生新的想法，因
為真正策略思考的一大部分工作
是運用創意元素較你的競爭對手
有著不同的思維或去思考如何與
你的競爭對手不同。
為了加速組織轉型，我們必
須學習如何與團隊共同協作。
最後，孫博士分享他的微信
「洞察力魔法學校」，每星期會
有一篇原創性文章，每個文章
後面都有三個問題，鼓勵大家
思考一些事情，有興趣的社友

台中南門社

出席率報告
代理出席Kingnet報告上週
出席率，社友人數66人，請假10
人，免計出席2人，出席人數34人
，出席率53%。

糾察時間
糾察時間，Catia社長特別鼓
勵出席社友，開放抽電影票，恭

8月份理事會

時間：中華民國106年8月8日（星期二）下午8:20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3F牡丹廳
主席：陳俊清
出席：賴文瑞、馮賀欽、林啟聖、吳為楨、林丙申
莊賜濱、洪富金、張國洋、吳騰彥、何志修
邱啟成、陳慶璋
列席：柯富揚、陳來發、陳國輝、林洽鑫、江輝雄
陳向榮、廖俊榮、張光瑤、廖進聰、黃吉隆
議 題：
一、7月份財務報告。(附件1)
說明：請 財務Kingnet報告。
決議：通過7月份財報。
二、來賓 吳元益 先生申請入社。 (附件2)
簡歷如下：吳元益先生
服務機構：亞麗興業有限公司 負責人
職業：進口傢俱
說明：請 推薦人 Packing 報告。
決議：通過入社申請，即日起請秘書處公告入社申
請資料一星期，並連續四次出席後，第五次
舉行入社宣誓。
三、11/14(二)南門第23屆授證慶典籌備事項。(附件3)
說明：請 節目主委 Tony報告。
決議：今年度照常與台中南區、惠來、南光聯合例
會，典禮流程照以往典禮流程照往例，典
禮流程與晚會節目敬請秘書Onsen 與節目
主委Tony詳細規畫，請秘書處寄發邀請各社
參加本社授證，並詳細統計人數，以利安排
桌數。

下週 例會

喜社友Kingnet、Lining抽中電
影票。

可以加入。

四、12月份職業參訪暨秋季旅遊日期與地點。
(暫訂12月22-23日(五、六)
說明：請 職業主委Casa及聯誼主委Star報告。
決議：職業參訪行程-台南安川電機公司(自動化機
械設備)與瀚頂生物科技公司(漁藻共生與魚
蔬共生的環控漁場)。
秋季旅遊行程-墾丁旅遊(森林遊聯區與龍坑
生態保護區）、夜宿華泰瑞苑。詳細的行
程尚請職業主委Casa與聯誼主委Star詳細
規劃。
五、9/12(二) 總監公式訪問事宜。(9/5(二) 會邀請助理
總監Tony與會指導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敬請
全體理事務必出席參加)(附件4)
說明：請 社長Caita報告。
決議：總監公式訪問流程依照以往(先開會、後用
餐)，並請秘書處將年度計劃完成及未完成
事項，於總監公式訪問行前會議時提出文
件。敬請各位理事伉儷於9/12(二)下午5:15
前到達。
六、臨時動議
1.服務計畫大雅課後照輔點相關計畫（桌遊、偏鄉夏
令營與周末課後照輔師資)經費已募款達成497,749
元。
說明：請 服務計畫主委 Kenchiku報告。
決議：預計於9/2(六)PM3:00辦理大雅弱勢兒少課
後照輔點捐助活動、預計於9/6(三)PM3:00
辦理文山弱勢兒少課後照輔點捐助活動與
扶輪之子相見歡(春安國小與文山國小）。

日期：106年10月17日

【社務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