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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週民國 108 年十月八日第
1301 次例會，邀請陳孟凱

博士（合樸農學市集理事長）做
「賽局思惟解困境」專題演講。

Rich 林耀清社長報告，歡迎
今日的講師陳孟凱博士及 Faith 朋
友賴威民先生、Denture 社友夫
人、Ortho 社友夫人、Kenchiku
社友小扶輪、Biotek 社友兩位小
扶輪。

Rich 社長報告，10 月 22 日
例會是Close Meeting社務檢討，
歡迎社友提出議題來檢討，要檢
討社長或秘書都歡迎，只要能讓
南門社更好，所有的議題都歡迎
踴躍提出。

國際扶輪社日是今年度 Paper

總監的重頭戲，所以他非常重視，
當日中午一點在市議會集合，三
點活動結束，席間會請各社社長
上台及作各社介紹，拜託大家支
持踴躍參加。

下週六、日舉行南門秋遊，
感謝聯誼主委 Bistro 用心規劃，
相信他會準備好酒、好菜、好行
程，希望大家一同來秋遊。

在此，我順便澄清一下，社
長沒有要求與指示家庭懇談一定
要以如何形式舉辦，但在 Close 
Meeting 決議時規定，一次只由
一組舉辦，以家庭或公司優先，
如家裡不方便，可以在茶藝館或
餐廳舉行。

Doctor 劉銖淇秘書報告，10
月 19-20 日 ( 六、日 ) 舉行秋季旅
遊 - 苗栗南庄、泰安、三義 2 日
遊，1. 上午 7:30 長安集合搭車，
2. 上午 8:00 大東集合搭車，謝
謝提供停車位的社友：Biotek、
Lapping、Bond、Skyline，備有
早餐，請大家著社服參加。10 月
15 日 ( 二 ) 因變更秋季旅遊，故
例會休會乙次。

Doctor 秘書報告，10 月 22
日 ( 二 ) 舉行社務討論，敬請全體
社友出席參加，如有任何議題，
請於 10 月 20 日向秘書處提供！

10 月份 GOLF 月例賽 10 月
17 日 ( 四 ) 與台北南門扶輪社聯
誼賽。地點：大溪球場，用餐地點：
大溪球場。

10 月 27 日 ( 日 ) 國際扶輪日
-3461 地區反毒大遊行暨南門例
會，請大家一點在市議會川堂集
合。10/29( 二 ) 例會休會，因變
更參加 10/27( 日 ) 地區扶輪日。

上週第 1302 次例會，時間變
更為 108 年 10 月 19-20 日

（六、日）舉行秋季旅遊 - 苗栗
南庄、泰安、三義 2 日遊。

社務討論 Close Meeting



第1301次例會

前週民國 108 年十月八日第

1301 次例會，邀請陳孟凱

博士（合樸農學市集理事長）做

「賽局思惟解困境」專題演講。

Kenchiku介紹陳孟凱講師，

陳孟凱博士是樹合苑創生學苑創

辦人、現任合樸農學市集理事長

，陳博士很忙，幾乎只能在臉書

找到陳博士，陳博士這一生中從

文到武從文到武功力非凡，2002

年時在台灣在開放3G電信頻譜

發放時，陳博士當時用賽局理論

來提供給當時的主事者，怎樣用

競標的方式，來讓政府獲得最大

效益與利潤，陳博士這幾年也把

賽局理論推廣在包括農業、非營

利組織、社群或是在企業上。

陳孟凱博士說，我曾經也是

扶輪人，是東海扶輪社創社社員

，擔任第八屆社長，到第九屆時

，因將全部心力放在農場，所以

變成一個常常缺席不及格的社友

，後來只好選擇當扶輪社的好朋

友。

今天要談的題目主要是針對

用賽局的角度來看，人生充滿看

似無解的兩難、對立與衝突，解

決問題的關鍵能力要先看懂「局

」，個人比較比較不喜歡競爭，

▲陳孟凱博士演講：賽局思惟解困境

我比較喜歡競合，競爭是自己跟

自己競爭，明天要比今天的我更

好。

賽局是什麼？賽局不是賭博

，也不是爾虞我詐，那賽局是什

麼？其實是需要條件的配合才能

成「局」，如果是看一個局才會

合作，賽局是一個經濟學的理論

，需要什麼條件才能合作。

陳博士簡單以如何分蛋糕來

介紹什麼是賽局；假設有兄弟兩

人，如何平分蛋糕才能公平？

比較標準的答案是讓兩兄弟

去決定，賽局不是在講公平，賽

局在講的是不嫉妒，

所以從賽局的角度是我們不

需要去當裁判，只要把賽局的局

設好就好。那怎麼設呢？這次哥

哥切，弟弟選，哥哥在切蛋糕的

時候，至少會切的比較公平，下

次換弟弟切，哥哥選，這個叫遊

戲規則，有關爸爸的什麼事嗎？

他們兩個兄弟自己就能搞定，這

就是賽局思惟的突破，而不用耽

心誰分比較多？公不公平？我來

當那個裁判，所以我切你選，下

次反過來，我切你選。

再舉例稀有資源的分配，新

電玩要搶頭香，誰先玩？哥哥？

弟弟？小妹？

賽局的簡單方法就是投標，

三兄弟把出價的金額寫在紙上一

起投進去，但是在投之前就講好

，投最高的人得標，但是不用付

投標的金額，付第二高價的金額

，假設哥哥投120元，弟弟投90

元，妹妹20元，誰得標？哥哥得

主講人：陳孟凱 博士
（農樸農業市集 理事長）

賽局思惟解困境



標，但哥哥只要付次價90元，用

密封型的，一次定生死，不需爾

虞我詐，只要心中想的那個價，

所以賽局講的是怎樣合作，不是

在講爾虞我詐，而是想怎麼好好

分配。

另外再舉例2002年3G電信

頻譜發放，對政府來說如何發放

3G電信頻譜是很痛苦的事，台

哥大、遠傳、中華電信他們一定

要拿到，因為他們沒有拿到，就

準備倒閉，可是要拿到，又不能

買貴，你買貴，這董事長的位置

可能不保了，大家都要競爭，你

怎麼知道頻寬要賣多少錢？因為

他們都勢在必得，又怕買貴，所

以很多爾虞我詐就紛紛出來，過

去沒有用賽局的作法是用評審制

，聘請專家學者來決定，等到評

審結果專家是不是會被包圍？或

被質詢不公，後來我們用賽局方

式來競價，底價二百多億，最後

以三百多億成交，用競標的方式

來運作。

在商道上，賽局是很重要的

，「賽局」思維獲勝之道：掌握

人與人互動時，如何當好人合作

雙贏，但避免成為濫好人，而在

職場競爭環境中，看懂局面，有

效的選擇合作策略與創造雙贏條

件，有尊嚴且有溫度的作生意。

陳博士也另外分享賽局畢業

學員應用個案解析（請參考網路

新聞），如何用賽局心法：思維

的突破，及「我」如何利用策略

誘導「對方」選擇「合作」共創

「利益均衡」。

真正懂得「賽局」，了解對

手可能採取哪些行動，擬出策略

點滴

，獲致雙方滿意雙贏結果，真正

懂得「賽局」從對方的角度，看

我的利益，透過「賽局」，認識

自己與理解人性，在理念、 行

善、道德、人性和管理中取得平

衡。

吳元益報告高爾夫球活動
高球副總幹事Melon報告10

月份GOLF月例賽將與台北南門
扶輪社聯誼賽，日期：10月17日
(四)，地點：大溪球場。

何志修報告出席率
Sugar主委報告出席率，社

友69人，請假13，免計出席6人
，實際出席人數50人，前週出席
率80%。抽出席獎，恭喜Gary、
Archi獲得出席獎品。

糾察時間
Innovat ion主持糾察時間

，感謝陳孟凱博士回捐講師

費，感謝賴威民歡喜一筆，感

謝Lawyer、Biotek、Ｂond、

Ortho夫人分享並投入紅箱。

台中南門社 v s 台北南門社

高爾夫球聯誼賽

108年10月17日

▲歡迎 Biotek 社友小扶輪

▲歡迎 Kenchiku 社友小扶輪



下週 例會 108 年 10 月 27 日 ( 日 )   【社區服務 - 扶輪日 3461 地區反毒大遊行暨南門例會】    
                                                                      ※ 10 月 29 日 ( 二 )　例會休會

台中南門扶輪社
2019~2020年度 台中南門扶輪社秋季旅遊

苗栗南庄、泰安、三義二日遊

108年10月19-20日（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