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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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8 月 10 日 

發文字號：卓協台（業）字第 0109001 號 

速    別：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本協會辦理「CEMA 卓越企業經營觀摩～科達製藥&桃園航空城 5G 示範中心」活

動報名表及交通資訊。 

 
主旨：謹訂於本（8）月 25 日辦理「CEMA 卓越企業經營觀摩～科達製藥&桃園航空城 5G 示

範中心」活動，歡迎  貴企業、組織或個人踴躍派員參加。 
 
說明：  
一、 依據本協會 109 年度工作計畫決定事項辦理。 

 
二、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1980 年，為結合科學中藥、保健食品與化妝品

的公司，秉持「科學、誠信、創新」經營理念，以「修身」的為核心價值，長期致
力中草藥濃縮、純化及萃取技術，發展科學濃縮中藥，領先的研發及生產技術以及
運用靈活的經營策略，兼具藥材源頭掌控與製程管控的品質管理機制，成功的將產
品行銷於世界各地，2013 年以優異表現榮獲「第二十三屆國家品質獎」殊榮。 

 
三、 「桃園航空城」於 2012 年由政府啟動計劃，結合海空雙港（桃園機場、臺北港）

及自由貿易港區等優勢條件，加速推動海空港門戶整體開發，將桃園成為亞太地區
的經貿樞紐，透過 5G 技術發展及運用多元創新應用，打造台灣 5G 發展聯盟，並結
合眾多產業與智慧城市聚落，提升國際競爭力，也將帶動台灣經濟轉型及國際地位，
成為智慧城市新典範。 

 
四、 本次觀摩活動之進行，於上午參訪科達製藥桃園總公司，針對企業文化、品質管理

策略及創新智慧製造經驗分享，並掌握關鍵技術作深入說明及實際參觀廠區；下午
再至桃園航空城及台灣思科公司共同打造的智慧創新應用示範中心，會中了解發展
歷程、推動計劃、智慧應用及各產業技術整合分享，共同打造在地創新創業生態系，
體驗卓越企業品質管理及智慧製造科技魅力，以促進會員團體間的標竿學習。 

 
五、 觀摩活動之流程、報名表及位置圖如附件。機會難得，限額 40 名，有意報名者請於

8 月 20 日前傳真或 Email 至本會秘書處，額滿為止。報名後本會保留調整人數以及
內容之權利。 
 

六、 本案聯絡人：王淑君，電話：（02）2321-9905，傳真：（02）2391-1295。 
 
正本：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會員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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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會保留配合實際必要時調整議程內容之權利 
 

時段 Time Agenda Speakers／Moderators 

定點接駁 
08：20～08：30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F 集合 

09：10～09：20 高鐵桃園站 5 號出口 

科達製藥 
觀摩 

09：50～10：00 抵達科達製藥、報到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00～10：10 
Greetings－致歡迎詞 

來賓致詞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吳宗寶會長 

10：10～10：50 
科達製藥簡介－ 
企業文化、品質管理策略及創
新智慧製造分享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10：50～11：30 廠區參觀 

11：30～11：50 Q&A 交流 

11：50～11：55 合影 

中午 12：00～13：40 抵達餐廳用餐 拾旅。食 Circle Cafe & Meal 

桃園 
航空城 

& 
思科 

示範中心 

13：50～14：00 抵達桃園航空城、報到 
桃園航空城智慧應用展示中心 

14：00～14：20 

Greetings－致詞 

來賓致詞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吳宗寶會長 

桃園航空城簡介－ 
發展歷程及推動計劃經驗分享 

桃園航空城智慧應用展示中心 14：20～14：50 參觀及交流 Q&A 

14：50～14：55  合影  

14：55～15：00 抵達思科智慧創新應用示範中心 

思科智慧創新應用示範中心 
15：00～15：20 

思科示範中心簡介－ 
智慧創新應用及各產業技術整
合經驗分享 

15：20～15：50 參觀及交流 Q&A 

15：50～15：55  合影  

15：55～ 賦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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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達製藥&桃園航空城 5G 示範中心－活動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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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名稱  

聯 絡 人  E-mail  

聯絡電話  傳真  

參加人員資料 飲食習慣 交通搭乘資訊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葷食  

□素食 

□協會 08:20am 

□高鐵桃園站 09:10am 

□自行前往 

部門  生日  

職稱  手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葷食  

□素食 

□協會 08:20am 

□高鐵桃園站 09:10am 

□自行前往 

部門  生日  

職稱  手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葷食  

□素食 

□協會 08:20am 

□高鐵桃園站 09:10am 

□自行前往 

部門  生日  

職稱  手機  

姓名  身分證字號  
□葷食  

□素食 

□協會 08:20am 

□高鐵桃園站 09:10am 

□自行前往 

部門  生日  

職稱  手機  

＊ 定點接駁時間：1.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F（台北市中正區杭州南路 1段 15-1 號）：08：20am 

＊ 定點接駁時間：2. 高鐵桃園站 5號出口（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6號）：09：10am 

＊ 為推廣節能減碳，園區內停車不易，建議勿自行開車前往。 

備註：1. 身分證字號、出生年月日為辦理保險使用，請務必填寫。 

備註：2. 回程接駁至『高鐵-桃園站』及『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備註：3. 請 E-mail 至：cema.taiwan@gmail.com 或傳真至：（02）2391-1295 秘書處。 

 

 

個人資料蒐集聲明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明列以下告知事項。為確保您個人資料、隱私及權益之保護，請於報名前閱讀以

下內容，當您回覆本報名表時，表示您願意以電子文件之方式行使法律所賦予同意之權利，並具有書面同意之

效果。 

一、 機關名稱: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下稱本會) 。 

二、 蒐集之目的: 為辦理本次參訪活動之相關行政管理所需。 

三、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姓名、部門、職稱、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飲食習慣、手機號碼、交通搭乘資

訊。 

四、 以上報名資訊之蒐集僅限於本會活動辦理與聯繫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亦不會公佈

任何資訊，並遵循資料保存與安全控管規定辦理。 

五、 報名者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個人資料或行使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三條所定之權利，但報名者提供資料不足或

有其他冒用、盜用、不實之情形，將可能導致無法成功報名、無法保險等相關服務或權益。

2020-08-25  CEMA 卓越企業經營觀摩 
科達製藥&桃園航空城 5G示範中心－觀摩活動報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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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科達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桃園市平鎮區工業三路 20-1 號 

電話：886-3-469-6105 

2. 拾旅。食 Circle Cafe & Meal／餐廳： 

桃園市中壢區新生路三段 120 巷 68 號 

電話：886-3-453-3137 

3. 桃園航空城 5G 示範中心： 

桃園市中壢區高鐵站前西路一段 286 號 2F 

電話：886-3-287-0900＃88 

 

入廠宣導： 

為推廣節能減碳，且廠區內停車不易（且不提供車位），建議勿自行開車前往。 
 
 
 
 
 
 
 
 
 
 
 
 
 
 
 
 
 
 
 
 

【定點接駁時間】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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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20 AM 

2. 高鐵桃園站 5號出口（桃園市中壢區高鐵北路一段 6 號－5 號出口）／集合時間：09：10AM 

附件 

 

【科達製藥&桃園航空城 5G示範中心】位置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