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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4次例會民國108年一
月廿二日，邀請國立台灣

大學會計系名譽教授 柯承恩教
授做「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專題演講。

Packing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日的講師柯承恩 教授、
台中中央社社友Purple及Purple
的千金鄭小姐、林文儀小姐、劉
醫師及社友夫人與會。

Packing社長報告，已近年
尾了，感謝社友這半年來的支持
相挺，社務進行相當順利，我將
時間留給講師，分享企業怎樣們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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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 te r莊賜濱秘書報告，
1月26日(六) 參加台中南區社授
證暨聯合例會，下午5:30註冊，
下午6:00鳴鐘，地點：永豐棧酒
店B1，請社友踴躍報名。原1月
29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Poster秘書報告，2月5日(
二)台中市A、B分區扶輪社大年
初一聯合新春團拜，8:00註冊，
8:30鳴鐘團拜開始，8:30~10:00
團拜酒會，地點在台中全國大飯
店B1國際廳。誠摯邀請社友、
夫人、小扶輪參加。原2月12日(
二)例會休會乙次。 

Poster秘書報告，2月17日(
日)舉辦新春女賓夕-賭城風雲，
晚上6:30例會時間，晚上7:00新
春晚會，地點：台南擔仔麵(南
屯區大墩路676號-公益店2樓)。
原2月19日(二)例會休會乙次。 

Poster秘書報告，今天例會
後召開1月份理事會。歡迎新社
友補出席。

成為勵志領導者

新春女賓夕-拉斯維加斯之夜暨2月份慶生

第1265次例會配合參加台中
南區社授證聯合例會，時

間變更為108年一月廿七日，地
點：永豐棧B2。

第1266次例會配合參加大年
初一台中市A、B分區扶輪

社春節聯合團拜，時間變更為
108年二月五日，地點：全國飯
店B1廳。

第1267次例會108年二月十二
日，適逢春節期間，休會

乙次。



第1264次例會民國108年一
月廿二日，邀請國立台灣

大學會計系名譽教授 柯承恩教
授做「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專題演講。

Biotek介紹主講人柯承恩教
授（台大名譽教授），柯教授是
管理學大師，不管在資本市場、
規範管理公司治理制度、決策行
為、資訊系統、組織領導、創業
行為觀念....，各領域都有很多的
研究，與產業界也有很多的互動
，所以在公司的經營管理方面，
相信柯教授演講一定可以給我們
很多的啟發與教導。

柯承恩教授說，社友都是在
中部地區經營事業或是在專業上
研究有成的菁英，今天就與大家
分享企業轉型經驗的看法。

各國社會與經濟都面臨各種
衝擊，政府與企業的領導人的挑
戰加劇，民主政治的政黨競爭產
生政策不穩與執行乏力的困難，
產業價值的滑落，企業的轉型創
新更加重要；組織領導力的提升
並非僅指最高領導人，而是各階
經理人皆須強化的能力，所以除
了個人領導力之外，公司的治理
制度要同時提升，強化團隊的互

▲柯承恩教授演講：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信當責與掌控風險。
要如何領導團隊，選對的事

情來做，善盡責任，把事情做好
，就是當前台灣企業的挑戰！

宏觀環境變化的衝擊，不管
在政府機關或是私人企業，在不
同的時間，都要想我的下一部是
什麼？而且這一面不會只跟過去
一樣，我覺得有些事情是任何企
業在轉型時應該要考慮的。

一個是領導(人的問題)，另
外一個策略(我們想做什麼？)。

領導是指一個人能夠帶領團
隊，塑造願景，激發成員，整合
步驟，朝向組織的目標共同努力
，達成任務，也就是「如何帶領
別人」。

領導的本質是一種組織的行
為，由一個人透過有系統的方法
引導別人達成組織的目標變動的
環境中，帶領成員完成組織的任
務。建立組織的願景，提供方向
，並能影響與激勵成員朝向目標
，完成任務。

領導能力包括1.建立願景，
凝聚團隊。2.激勵別人，發揮潛
力。3.要求成員，鼓舞士氣。
4.以身作則，達成目標。5.有效
溝通，形成共識。6.關懷別人，
感動人心。7.培養部屬，協助成
長。8.分析判斷，強化決策。
9.塑造文化，引導行為。10.善
用權力，擔當責任。

領導能力的養成：1.領導能
力可已有系統的自我培養。2.領
導能力的培養需要有學習的楷模
。3.學習領導需從服務與被人領
導開始。4.領導能力需要實際的
參與，從實做中體驗。5.培養領
導力需要不斷檢視自己，調整
行為。6.了解自己、體會別人。
7.強化EQ、SQ。

什麼是策略？策略是一個組
織長期的方向與經營的範疇，使
得組織在挑戰的環境下，透過資
源的配置來滿足市場的需求並達
成利益關係人的期待。

策略是「定位、取捨、契合
」，也就是「選對的事情做」

柯教授說，我們要瞭解企業

第1264次例會 主講者：柯承恩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會計系名譽教授）

企業轉型與領導力的挑戰



點滴

發展目的，例如：1.企業想要達
成什麼目的？台積電想要做什麼
？王品想要做什麼？胖達人想要
什麼？ 

領導者與策略，策略不是有
分析、有步驟就可以解決問題，
策略在執行的過程需要不斷溝通
、詮釋、甚至因應環境變化來調
整，企業的領導人需要負起策略
執行與重塑策略的責任，領導者
也要在變化的環境中不斷思考，
甚至調整企業的目的，重建企業
存在的理由，領導者一方面要確
保公司如何創造現有價值，另一
方面因應內外的變化，減少因之
而來的威脅或掌握浮現而出的機
會，因此，領導者與策略家無法
區隔，而是一體兩面。

領導者為什麼要重視（公司
）治理？組織領導者容易陷入權
威帶來的陷阱，形成「高處不勝
寒」的現象，信任是領導的基礎
，適當的監督與資訊揭露是建立
信任的重要來源，領導者需要能
「當責」，否則容易錯用（或濫用

）權威，造成誤己害人的結果。 
重大決策可以透過獨立而專

業的董事成員之參與，降低其風
險，瞭解「高處不勝寒」的風險
，企業領導者可以利用公司治理
制度，塑造「魏徵效應」。 

領導者利用公司治理形成克
制自我權威的機制，可以提升組
織內外的信任，在公司治理的機
制下，領導者「當責」要求提高
，行事作為的審慎度提高。

公司治理制度可以協助領導
者檢視決策的周延度，減少風險
。公司治理的成果有賴於領導者
對於權威的自我節制，也是「帶
領自己」的表現。

領導者的試煉與赤子之心，
研究中顯示領導者都有經歷困難
的試煉而浴火重生的經驗，試煉
是領導者經歷挑戰或危機考驗而
來的成長，試煉是一種對艱難情
境的體驗，使人從中萃取意義找
到新的自我定位，培養新的技能
，以因應下一次的試煉。

最後，柯教授說領導、策略

與治理都指向一個人對於自我培
養的抱負，社會各組織都需要有
更多具有領導能力的人才，領導
能力可以更有系統的養成，專業
人才需要加強領導能力的開發，
擴大貢獻的空間，不斷的試煉與
保持赤子之心，才會提升領導的
能力與信心。

出席率報告
Suga r代理報告出席率為

70%，摸彩四名出席獎，恭喜
Living、Polo、Innovation、
Doctor抽中玉溪米一包。

糾察報告
Tony主持糾察時間，報告中

央Purple社友歡喜現金1,000元
及感謝柯大師蒞臨指導。

林文儀小姐歡喜1,000元。

台 中 南 門 社 家 庭 懇 談 會

▲107.9.19(三)蘇朝坤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俊清伉儷、張光瑤

伉儷、陳向榮伉儷

▲107.9.22(三)王叔榮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陳國輝伉儷、蘇朝坤伉儷、張家

強社友

▲107.9.26(三)賴仁淙家庭懇談會參加人員：
　社長伉儷、秘書伉儷、陳潤松伉儷、李祐助

夫人、陳榮鍠社友、陳慶璋社友 



下週 例會

第1266次例會，配合參加大年初一
A、B區分區扶輪新春團拜，時

間變更為民國108年二月五日(大年初
一)，地點：全國飯店。

※例會後召開2月份理事會。   108年2月 26 日(二)  

【社友職業分享】 主講人：張長寬 Vino社友 (新慶化學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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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65次例會 108年1月27日

參加台中南區社
授 證 聯 合 例 會

第1265次例會配合參加台中南
區社授證聯合例會，時間變

更為108年一月廿七日，地點：
永豐棧酒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