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函 
 
地  址：台北市杭州南路 1段 15-1號 3F 

聯絡人：王淑君 

電  話：（02）2321-9905 

傳  真：（02）2391-1295 

 

受文者：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3年 12月 29日 

發文字號：卓協台（業）字第 0103004號函 

速    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ISO 9001 :2015 DIS版標準改版說明會簡介及報名表 

 

主旨：本協會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訂於 104年 1月 23日辦理「ISO 9001 :2015 

DIS 版標準改版說明會」，歡迎 貴企業、組織或個人踴躍派員參加。 

說明： 

一、 本協會秉持「卓越、優質、前瞻及團隊」之理念，致力推行「全面品質

管理，樹立品質典範」，本次說明會特別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黃世忠

副總裁，深入介紹「ISO 9001 :2015 DIS 版標準改版說明」，以強化企

業競爭力，並協助企業團體提前準備及適應新版標準。 
 

二、 相關說明會內容及報名表，詳如附件，有意報名者請傳真或 E-mail 至本

協會秘書處，額滿為止，本協會保留調整人數以及說明會內容之權利。 
 
三、 本案聯絡人：王小姐，洽詢專線：（02）2321-9905。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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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會簡介 

自 2013 年 ISO Directive 公告 Annex SL 驗證標準新架構之後，所有 ISO 管理系

統驗證標準（超過 15 項）將陸續按此新架構進行改版。新版 ISO9001 是績效導向的

品質管理系統，注重管理績效，經營管理流程與品質管理系統需作充分結合，讓品質

管理系統得以適應快速變動的經營環境，且透過 Annex SL 的相容架構安排，ISO9001

更容易與其他管理系統整合。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秉持「卓越、優質、前瞻及團隊」之理念，致力推

動「全面品質管理，樹立品質典範」，本次說明會特別邀請台灣檢驗科技公司（SGS）

-黃世忠副總裁，深入介紹「ISO 9001 :2015 DIS版標準改版」說明，以強化企業競爭

力，並協助企業團體提前準備及適應新版標準。 

說明會資訊 

 活動日期：2015 年 1 月 23 日（五）14:00~17:00 

 活動地點：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 10樓 1006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南路 11號） 

 活動費用：免費（限額 45 名，額滿為止）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後，請於 1 月 16 日前惠復，E-mail：cema.taiwan@gmail.com 

報名方式：填寫報名表後，請於 9 月 12 日前擲  傳真：（02）2391-1295 

 洽詢電話：（02）2321-9905 王淑君 小姐 

 主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說明會時程 

Time Agenda Speakers／Moderators 

13:30 ~ 14:00 報到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秘書處 

14:00 ~ 14:05 詹會長致詞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詹岳霖會長 

14:05 ~ 14:10 盧理事長致詞 中華民國品質學會  盧淵源理事長 

14:10 ~ 14:30 ISO 管理系統標準之新變革與趨勢 

台灣檢驗科技 SGS  黃世忠副總裁 
14:30 ~ 15:00 

ISO/DIS 9001:2015 標準改

變綜觀與因應建議 

15:00 ~ 15:20 Break 

15:20 ~ 15:50 DIS 版重要改變條款的詮釋說明 
台灣檢驗科技 SGS  黃世忠副總裁 

15:50 ~ 16:30 新版重大改變議題探討 

16:30 ~ 17:00 Q&A 詹會長 盧理事長 黃副總裁 

洞悉 ISO 新標準 提升企業競爭力新契機 

ISO 9001 :2015 DIS 版標準改版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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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職】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公司 國際驗證服務部 東亞區 副總裁 

【學    歷】 

 中原理工學院化工系畢業（2008 年 10 月獲頒中原大學傑出校友） 

 美國鳳凰城大學企研所碩士 

【經    歷】 

 JUN 1981 – SEP 1984 英商卜內門公司實驗室工程師、ICI TAIWAN LTD.銷售工

程師 

 OCT 1984 – AUG 1992 瑞商遠東公證公司技術行銷經理、SGS FAR EAST LTD.化

驗中心經理 

 OCT 1992 – JAN1994 台灣檢驗科技(股)公司新事業暨企劃部副總裁 

【專業資格】 

 美國紡織及染色協會資深會員（SMATTCC） 

 美國品管學會會員（MASQC） 

 中央標準局品質管理標準審查委員 

 中央標準局實驗室經理訓練考試及格 

 第二屆中國生產力中心 TQA 顧問師班結業（300 hrs） 

 日本產業協會評鑑合各中階經理人管理課程講師（MTPI） 

 英國 IRCA 登錄 ISO 9000 主任評審員 / 瑞士 SAS 登錄 ISO 14001 主任評審員 

【專長領域】品質管理、行銷管理、策略規劃、經營企劃、教育訓練、ISO 驗證、實

驗室管理、新事業開發。 

【驗證經歷】超過 100 家廠商 ISO 9000 / ISO 14000 驗證經驗，驗證領域涵蓋化學、

化工、紡織、電子、國貿、顧問、教育、消費產品、醫療等領域。 

【管理經歷】歷經銷售、行銷、營運、企劃、新事業開發、研發等功能領域，現任 SGS

國際驗證服務部，由客戶不足 100 家成長到四個營運利潤中心，二個分

公司，客戶群超過 3000 家，為國內最大的 ISO 驗證組織，並代表亞洲

參與 SGS 國際技術委員會運作，目前為 SGS 全球驗證服務部東亞區副總

裁，負責日本、韓國、台灣、菲律賓、越南驗證服務部之營運管理。 

黃世忠副總裁 簡歷 



頁 3 / 3 

 

 

 

公司名稱  

聯絡窗口 

姓名  

電話  

E-mail  

姓     名 職    稱  姓     名 職    稱 

     

     

     

※ 填寫報名表後，請 E-mail：cema.taiwan@gmail.com  傳真：（02）2391-1295。 

 

 
 

活動地點：台北市中山南路 11號 10樓－1006會議室 

 

捷運站 ●搭乘淡水新店線至「台大醫院站」2 號出口，步行約 5 分鐘。 

公車站 

●仁愛中山站（214、245、261、263、270、37、621、630、651） 

●仁愛林森路口站（214、214 直達車、245、249、261、263、270、37、

621、630、651） 

●信義林森路口站（0 東、20、204、22、237、38、670 信義試辦公車） 

●景福門站（15 區間、15 萬美線、208 高架線、208 基河二期國宅線公車） 

收費停車場 ●自行開車者，可停至本大樓國際會議中心收費停車場。 

 

張榮發基金會國際會議中心-交通資訊 

ISO 9001 :2015 DIS 版標準改版說明會-報名表 

mailto:cema.taiwan@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