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開會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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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9月 27日 

發文字號：卓協台（會）字第 108008號函 

附    件：本協會辦理「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108年會員大會」議程、

開會地點地圖及委託書。 

 
開會事由：謹訂於本（108）年 10月 24日辦理「CEMA卓越研討會」暨召開「108

年會員大會」，敬請本會會員踴躍參加。 
 
說    明： 

一、本會秉持「卓越」、「優質」、「前瞻」及「團隊」之理念，推行「全

面品質管理，樹立品質管理典範」，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清華大學-簡禎

富講座教授、南京資訊-吳宗寶董事長及均豪精密-葉勝發董事長，共同

進行探討「智慧科技創新技術及應用戰略」，尋找企業價值為科技創新

發展目標，並以企業觀點分享公司應用之實務經驗，提升產業未來在 AI

領域的競爭力。 
 

二、108年會員大會開會內容、研討會議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會後於同

地點空中花園舉辦聯誼餐會，有意報名者請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秘書處，

報名後本會保留調整研討會內容及人數之權利。 
 
三、本會聯絡人：王小姐，洽詢專線：（02）2321-9905。 

 

正    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    本：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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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簡介 

找出智慧科技創新技術及應用戰略，打造台灣新契機！ 

近年來台灣既有供應鏈面臨的重大挑戰，智慧製造應用及快速發展，是傳統

產業最應關注的議題，要如何透過本身企業的資源、技術、設備及思維，所導入的

智慧製造關鍵技術與核心應用方案，以便在國內及國際市場爭取更多的新商機，是

為企業亟需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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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清華大學-簡禎富講座教授、南京資訊-吳宗寶董事長、

及均豪精密-葉勝發董事長，共同進行探討「智慧科技創新技術及應用戰略」，尋

找企業價值為科技創新發展目標，並以企業觀點分享公司應用之實務經驗，落實智

慧系統整合技術，提升產業未來在 AI領域的競爭力。 

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19年 10月 24日（星期四）14:30~19:00 

 活動地點：南京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65 巷 24號） 

 洽詢電話：（02）2321-9905 王淑君 小姐 
 

活動議程 

Time Agenda Speakers／Moderators 

14:30 ~ 15:00 報到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秘書處 

15:00 ~ 15:10 會長致詞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吳宗寶會長 

15:10 ~ 15:30 召開 108 年會員大會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吳宗寶會長 

15:30 ~ 16:30 
專題演講： 
工業 3.5智慧製造與產業
實證案例 

清華大學  簡禎富講座教授 

16:30 ~ 16:40 Break 

16:40 ~ 17:10 
對話論壇： 
智慧科技創新技術及應
用戰略 

主持人：南京資訊 吳宗寶董事長 

與談人：清華大學 簡禎富講座教授 

與談人：均豪精密 葉勝發董事長 17:10 ~ 17:30 Q&A 

17:30 ~ 19:00 餐敘 南京資訊空中花園 

※ 本會保留配合實際必要時調整研討會內容之權利。

CEMA 卓越研討會暨 108 年會員大會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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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  簡禎富講座教授】 

清華講座教授暨美光講座教授，科技部人工智慧製造系統研究中心主任、

工業工程與管理學門召集人。曾任國立清華大學主任祕書、首任產學合作

執行長、科學園區固本精進計畫推動辦公室總主持人，台積電、聯發科、

台達電、友達光電顧問。榮獲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國家品質獎個人獎、

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經濟部大學產業經濟貢獻獎、教育部產學合作研究獎

等學術殊榮。研究領域決策分析、資料挖礦與大數據分析、智能製造、服

務系統、利用品質計畫強化工業 4.0、大數據分析理論與應用。 

 

【南京資訊  吳宗寶董事長／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長】 

南京資訊成立於 1980年，秉持「誠信篤實，勤奮積極，穩定成長」經

營理念，以「科技、創新、卓越、永續」的核心價值，長期致力於創新科

技產品，以領先的研發及生產技術以及運用靈活的經營策略，成功的將自

動化產品及嵌入式電腦產品行銷於世界各地，並在工業電腦的領域中領先，

2009 年以優異表現榮獲「第 19 屆國家品質獎」殊榮，在吳宗寶董事長的

帶領下，持續提升技術與品質全面化，並積極擴展市佔率，推動公司成長，

致力於成為世界一流的嵌入式電腦公司。  

 

【均豪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葉勝發董事長】 

成立於 1978年，總部位於新竹科學工業園區。自創「GPM」自有品牌，

1998年掛牌上櫃，集團成員包含均豪精密、均華精密、均強機械（蘇州）、

蘇州均華、均碩國際、均菘商貿、蘇州均晟豪科技以及蘇州國科均豪生物。

掌握自有關鍵核心技術，打造均豪智慧機械平台，成功跨足工業 4.0、物聯

網、半導體、顯示器、生醫、綠能、人工智慧（AI）、智慧製造等各產業

和領域，積極和國際一流大廠及國內外尖端學研機構策略合作，客戶及服

務據點遍及台灣、大陸、東南亞、東北亞及北美等地區，更在今年榮獲「第

5屆卓越中堅企業獎」殊榮。在葉勝發董事長的領導下，致力於公司治理，

建立友善職場，善盡企業社會責任，奠定均豪「GPM」的品牌價值，並持

續創新，追求永續經營，朝國際標竿企業邁進。 

主講/與談人簡歷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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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08 年會員大會議程 

 

一、 會議開始（下午 15：10） 

二、 主席致詞 

三、 會務報告 

四、 討論提案： 

1. 本協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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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2. 本協會 108 年度工作計畫案。 

3. 本協會 108 年度收支預算案。 

4. 本(第 5)屆秘書長異動案。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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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會員，您好： 

本會將於本（108）年 10 月 24 日（四）下午 14 時 30 分，假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65

巷 24 號（南京資訊）國際會議廳，舉行「CEMA 卓越研討會」暨召開「108 年會員大會」，

敬請踴躍出席。 

以下幾件事情提醒您： 

1. 不克親自出席，請具委託書正本（傳真委託及委託書影本均無效），委託其他會員（會

員代表）代理出席，但每一位會員（會員代表）以代理一人為限。 

2. 除本人親自出席或委託其他會員（會員代表）代理出席外，其他人員均不得代表出

席。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CEMA卓越研討會暨 108年會員大會報名表 

會員名稱  

電話  傳 真  

連絡人  e-mail  

參加代表資料 出席確認 餐點 
交通 

（詳細接駁資訊如備註）  

會員代表（一）  
□參加 
□不參加 

□葷食 
□素食 

□CEMA協會 

□臺北車站東 3門 

□自行前往南京資訊 

會員代表（二）  
□參加 
□不參加 

□葷食 
□素食 

□CEMA協會 

□臺北車站東 3門 

□自行前往南京資訊 

會員代表（三）  
□參加 
□不參加 

□葷食 
□素食 

□CEMA協會 

□臺北車站東 3門 

□自行前往南京資訊 

會員代表（四）  
□參加 
□不參加 

□葷食 
□素食 

□CEMA協會 

□臺北車站東 3門 

□自行前往南京資訊 

備 註 

1、 開會時間：108 年 10 月 24 日（四）下午 14 時 30 分。 

2、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08 年 10 月 21 日止。 

3、 報名電話：TEL：（02）2321-9905 FAX：（02）2391-1295 

E-Mail：cema.taiwan@gmail.com，報名表傳真或 mail 後，請再來電確認。 

4、 會員大會不克出席者，請填寫委託書，可委託一位會員代表出席，行使會員決

議權利 （委託書需為正本）。 

5、 定點接駁時間： 

（1） CEMA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F（台北市杭州南路 1 段 15-1 號）：13：40PM 

（2） 臺北車站東 3門出口（台北市北平西路 3 號-東 3 門出口）：13：50PM 
 

附件四 

mailto:cema.taiwa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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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託書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 108年會員（代表）大會， 

茲委託本會會員 （代表）代表本人出席。 

 

此 致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委 託 人： （簽章） 

 

受委託人： （簽章） 

 

中 華 民 國 一 ０ 八 年 十 月     日 

 

注意事項： 

一、每一會員（代表）僅能接受其他會員（代表）一人之委託。 

二、請持本委託書於開會時向報到處報到。 

三、本表僅供參考，會員若自行開具「委託書」亦屬有效。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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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地點：南京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內湖總部）-國際會議廳 

（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65巷 24號） 
 

位置 

 

 

如何前往 
 

定點接駁時間 

●CEMA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F（台北市杭州南路 1 段 15-1號-醒吾大樓） 

  集合時間：13：40 PM。 

●臺北車站東 3門（台北市中正區北平西路 3 號-東 3 門出口） 

  集合時間：13：50 PM。 

公車站 

●紅 29、小 2，「陽光街站」下車，步行約 2 分鐘。 

●222、552、946、946 副、藍 26、綠 16、小 2、內科直達市府線，

「陽光抽水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開車 
●由北往南：建國南路 1 段與忠孝東路 3 段口下匝道後左轉。 

●由南往北：辛亥路與建國南路口下匝道直行。 

收費停車場 

●自行開車者可停至「陽光街收費停車場」（台北市內湖區陽光街 381

號旁空地號），步行約 1 分鐘。 

●或可停至「叭叭房內湖亞太 A 收費停車場」（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

段 183 號），步行約 4 分鐘。 
  

交通資訊 

附件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