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年2月19日 



一、主席致詞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三、秘書處工作報告案 

四、討論事項： 

 (一)決算104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財

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二) 105年3月4日辦理「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暨新春聯誼餐會」案。 

 (三) 105年5月14~23日辦理「美國海外交流研習」案。 

五、臨時動議 

 

會議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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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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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事項一：通過本協會105年度工作計畫。 

執行情形：依據本協會章程第一章第五條辦理，分會務與管理、財務

及業務三大類，包括工作項目、預計時程及相關負責辦理

人員，本案業已提報104年10月30日會員大會通過，並依

工作計畫書、年度行事曆展開執行。 

決            定： 

 

決議事項二：通過本協會105年度收支預算表。 

執行情形：105年度本協會預算收入新臺幣2,420,000元；預算支出主

要為考察觀摩費及業務推展費等，以量入為出及依「社團

財務處理辦法」之規定辦理各項業務費用之支付，本案業

已提報104年10月30日會員大會通過，目前執行進度正常。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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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3 

決議事項三：通過辦理104年10月30日「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
「104年會員大會」 。 

執行情形：已邀請泰山企業詹岳霖董事長及臺大醫院王明鉅教授進行
演講及分享，共同探討「食品安全、品質管理作法及預防
醫療」之重要性，以增進國人「自主管理意識、預防勝於
治療」正確觀念，會後召開104年會員大會，出席人數120
位，過程順利圓滿並獲得參與者的好評（活動照片如附件
一）。 

決            定： 

 

決議事項四：通過辦理「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欣興電子&祥儀企業」
活動。 

執行情形：已於104年11月20日舉辦，分別以農業技術「定期、定量、
定質」以及精密機械如何提升製造服務化的價值為交流主
題，當天參訪貴賓計45名，會場交流互動踴躍，活動圓滿
成功（活動照片如附件二） 。 

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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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書處工作報告

分類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相關 
人員 

制度化 

會議 
召開會員大會及理監
事聯席等相關會議 

• 於104年1月9日召開秘書處工作會議。 
• 於104年3月31日召開第三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 

• 於104年7月15日召開第三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
議。 

• 於104年10月15日召開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
會議。 

• 於104年10月30日召開104年會員大會。 
• 於本（19）日召開第三屆第六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會長、
理監事
及 
秘書處 

財務 

會員服務及會費處理 

• 本會團體會員51家（會員代表157位）、個人會
員22位。 

• 陸續寄發會員繳納常年會費通知函，完成繳費通
知。 

• 已於1月上旬完成寄送105年會員紀念品。 秘書處 
 

• 會計作業－與會計師
進行帳務核對工作 

• 出納作業－協會零用
金管理、經費收支及
帳務管理 

• 年度財務報表業於理監事會前，已送請常務監察
人審閱。 

• 相關會計報表已委由倈欣會計師事務所辦理，並
將配合辦理稅務申報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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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相關 
人員 

品牌 

形象 
業務 

協會網站建置工作 

• 配合會務推展，持續進行網站www.cema.org.tw 
維護更新工作。 

• 本會舉辦之例次國際及專業研討會講義資料及海
外交流研習團參訪心得分享報告已放置網站供下
載分享。 

會員工

作團隊

及 

秘書處 

媒體合作廣宣 

• 配合104年10月30日「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
「104年會員大會」 活動，報紙媒體主動刊登相
關報導（如附件一）。 

• 配合104年11月20日「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
欣興電子&祥儀企業」活動，報紙媒體主動刊登
相關報導（如附件二）。 

規劃與執行海外卓越
品質經營觀摩會 

• 2016海外考察觀摩規劃以美國為考察地點，擬訂
於5/14～23共計10天，現正進行細部行程接洽及
安排中（如提案三）。 

辦理卓越經營研討會 

 
• 因應食品安全與健康保健議題，已於104年10月

30日假集思北科大國際會議中心舉辦【CEMA卓
越研討會】，邀請詹岳霖董事長及王明鉅教授進
行演講及分享，參加人數120位，過程順利圓滿
並獲得參與者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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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書處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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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ema.org.tw/


分類 工作項目 執行情形 
相關 
人員 

擴大 

參與 
業務 

新春聯誼餐會 
• 訂於105年3月4日舉辦「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
暨新春聯誼餐會」，已展開作業中（詳細資料如
提案二）。 

會員工

作團隊

及 

秘書處 

產業論壇及交流 

• 持續深化與品質學會策略聯盟及與其他國家級獎
項聯誼會之合作事宜。 

• 配合品質學會辦理2015年9月23、24日亞洲品質
大會，由榮剛集團陳興時總裁擔任 Keynote 
Speech，國內外與會貴賓約400位，過程順利圓
滿成功。 

• 未來擬規劃針對經營管理品質之提升，以卓越經
理人及產學合作為議題，辦理相關講座，以達學
研共同合作扶持、產業與培訓人才之合作綜效。 

國內參訪活動 

• 104年8月27日舉辦「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
泰山企業田中食品廠」活動，與會貴賓約40位，

過程順利圓滿並獲得參與者的好評。 
• 104年11月20日舉辦「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
欣興電子&祥儀企業」活動，參訪貴賓計45位，

過程順利圓滿並獲得參與者的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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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秘書處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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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四、討論事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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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案由：本會104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敬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會章程第五章第三十二條「會計年度終了後二個月內由理

事會編造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負債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送監事會審核後，造具審核意見書送還

理事會，提會員大會通過，於三月底前報主管機關核備」 辦理。 

二、工作報告詳參議程二之報告內容。 

三、其他有關書表詳列如后。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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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年度-收支決算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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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年度-資產負債表』 3/5 

※（財產目錄如上表所列零用金及銀行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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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年度-現金出納表』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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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4年度-基金收支表』 5/5 



四、討論事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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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案由：辦理105年3月4日「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暨新春聯誼餐會」， 

              敬請 公決 。 

 

說明：為凝聚會員共識，促進彼此交流聯誼，增進對協會的向心力，擬援

例舉辦「 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暨新春聯誼餐會」，假台北維多

麗亞酒店，特別邀請前行政院副院長、前經濟部長，現任廣源投

資林信義董事長專題演講，並邀請政府首長蒞臨指導，以及由淡

江大學古箏社現場表演，預計參加人數約160名，已展開作業，活

動內容如后，提請討論。 

 

決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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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      間：2016年3月4日（五）17：00 

• 地      點：台北維多麗亞酒店1F大宴會廳 

                       （台北市中山區敬業四路168號） 

• 餐會程序： 

 

    『 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暨新春聯誼會活動』2/3 

座談會 餐會 

17:00  報到、進場 19:00  餐會開始 

17:20  致歡迎辭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長  詹岳霖 19:05  貴賓介紹 

17:30  專題演講－驟變下的企業經營策略 
              前行政院副院長、前經濟部長、廣源投資董事長   林信義 

19:10  音樂饗宴、餐敘 

18:30  座談交流（Q&A） 21:00  晚安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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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6企業經營策略座談暨新春聯誼會活動-邀請函』 3/3 



四、討論事項（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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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由：本協會擬於本(105)年5月14~23日辦理「美國海外交流研習」活動，

敬請 公決 。 

 

說明：本案業經104年10月15日第三屆第五次理監事會議同意通過，已依

決議進行以美國為考察地點之接洽及安排，將觀摩擁有創新產業

技術之卓越企業表現者，以作標竿學習；有關規劃及行程如后，

主要係安排開放式創新、設計思考及產業新營運模式之見學，如

蒙通過，擬據以執行後續相關事宜。 

 

決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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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美國海外交流研習行程』 2/3 

日期 預計行程（安排中） 

5/14（六） 長榮航空BR018 ：台灣桃園19:50→美國舊金山16:10 

5/15（日） 

上午：參訪 Mission社區（美學、文化、商業有機、觀光） 

下午：1. 參訪 Heath Ceramica場域 

下午：2.小型演講-鄭志凱or kevin Kelly（在地達人） 

5/16（一） 
上午：參訪 Facebook／Google 

下午：d.School/Standford/IDEO   STB Program（醫療方面）分享 

5/17（二） 

上午：參訪Autodesk （主題：設計思考、永續概念、開放式創新） 

下午：1.參訪知名行動支付公司 Square企業 

下午：2.知名設計公司O+A分享創意空間設計及規劃 

5/18（三） 

上午：參訪知名群眾募資公司Indigogo總部  or  Airbnb總部 

下午：參訪在美台灣優秀企業（委請華美半導體協會安排中） 

           （參訪完飛往波特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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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美國海外交流研習行程』 2/3 

日期 預計行程（安排中） 

5/19（四） 

上午：參訪波特蘭大學First Stop Portland計畫、知名設計公司ZIBA Design 

下午：1. 參訪KEEN Footwear     2.永續之城波特蘭小鎮 

           （晚餐後返回舊金山） 

5/20（五） 

上午：1.參訪納帕谷地遊（知名酒莊） 

上午：2.參訪Heath Ceramic 百年陶瓷廠（轉型為設計精品典範） 

下午：Techshop動手做體驗課程 

5/21（六） 
上午：San Mateo  or  Ferry Building農夫市場 

下午：San Mateo Maker Faire 

5/22（日） 長榮航空BR007 ：美國舊金山01:00→台灣桃園05:15（5/23抵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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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5/10/30「 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104年會員大會」活動 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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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5/10/30「 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104年會員大會」活動 集錦-續



   

20 

（附件二） 

     2015/11/20「 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欣興電子&祥儀企業」活動 集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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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2015/11/20「 CEMA卓越企業經營觀摩～欣興電子&祥儀企業」活動 集錦-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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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