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開會通知單

地 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 8 號 13 樓
聯絡人：王淑君
電 話：（02）2370-9296
E-mail：cema.taiwan@gmail.com

受 文 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11 月 19 日
發文字號：卓協台（會）字第 110006 號函
附

件：本協會辦理召開「110 年會員大會」暨「CEMA 卓越研討會」議程、
開會地點地圖及委託書。

開會事由：謹訂於本（110）年 12 月 14 日（二）辦理召開「110 年會員大會」
暨「CEMA 卓越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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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風險中心
-周桂田主任、台旭環境-江誠榮董事長及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冬立秘書
長，共同進行探討「減碳趨勢策略與企業因應之道」，分享國際間如何
因應綠色新政，進而提昇產業國家競爭力，並能為地球永續貢獻心力的
同時，讓產業界也能獲得更多的商機。
二、110 年會員大會開會內容、研討會議程及報名表，詳如附件，有意報名
者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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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0-9296。

正

本：本會全體會員

副

本：內政部

附件一

社團法人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110 年會員大會議程

一、 實體&線上視訊會議開始（下午 14：00）

二、 主席致詞

三、 討論提案：

1. 本協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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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屆理事及監事異動案。

四、 會務報告

五、 臨時動議

六、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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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110 年會員大會暨 CEMA 卓越研討會
研討會簡介
探討減碳趨勢策略與企業因應之道，打造綠色轉型新契機！
面對全球氣候異常，國際間近年來紛紛提出對抗氣候變遷的具體行動，以因應
全球暖化議題。要如何創造減碳誘因，達成產業轉型、環境永續目標、迎向綠色減
碳新商機，以利於爭取更多的機會，成為台灣產業當前亟需思考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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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風險中心-周桂田主任、台旭環境-江誠榮董事長
及企業永續發展協會-莫冬立秘書長，共同進行探討「減碳趨勢策略與企業因應之
道」，分享國際間如何因應綠色新政，進而提昇產業國家競爭力，並能為地球永續
貢獻心力的同時，讓產業界也能獲得更多的商機。
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21 年 12 月 14 日（星期二）14:00~17:00
 舉辦方式：本次會議採實體出席及線上視訊併行
1. 實體開會地點：PCBC 犇亞會議中心 15 樓（AABB 會議廳）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 15 樓）
2. 線上視訊會議：採 Cisco Webex 視訊軟體，會議連結將於 12 月 10 日提供
 洽詢電話：（02）2370-9296 王淑君小姐／E-mail：cema.taiwan@gmail.com
活動議程
Time
13:30 ~ 14:00 報到

Speakers／Moderators

Agenda

14:00 ~ 14:10 會長致詞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秘書處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劉惠珍會長

14:10 ~ 14:50 召開 110 年會員大會
中華卓越經營協會 劉惠珍會長
專題演講：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14:50 ~ 15:40 淨零碳排與企業治理－
碳關稅、ESG、TCFD 發展 周桂田主任
趨勢
15:40 ~ 16:00 Break
對話論壇：
16:00 ~ 16:45 減碳趨勢策略與企業因 與談人：臺大風險中心 周桂田主任
應之道
台旭環境 江誠榮董事長
與談人：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莫冬立秘書長
16:45 ~ 17:00 Q&A
※ 本會保留配合實際必要時調整研討會內容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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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主講/與談人簡歷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 周桂田主任】
臺灣大學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教授。
曾任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所長、臺灣大學風險社會政策研究中心總計
畫主持人。主要研究領域為全球化、科技與社會、風險治理、能源轉型、氣
候變遷與低碳社會、東亞風險社會與現代性。近年集中在全球、區域與國家
氣候與能源政策之研究與實踐，除了積極參與國際相關氣候能源前瞻智庫
之研究報告撰寫，並以國發所及風險社會與政策研究中心為基礎，發表刊登
在國際與國內期刊重要學術研究專書與論文。

【台旭環境 江誠榮董事長／中華卓越經營協會監事】
台旭環境成立於民國 79 年，秉持『誠信、創新、精確、卓越」之經營
理念，時時吸收國內外最新檢驗技術，與國內外學術研究機構、檢驗機構技
術交流，以提昇實驗室的分析品質能力與經驗。整合資訊系統亦是台旭的重
點發展方針之一，在實驗室資訊管理系統的開發上，著重使用者適用性，同
時也著眼於整合資料成為可用之資訊，2018 年以優異表現榮獲「第 25 屆
國家品質獎-產業支援典範獎」殊榮，在江誠榮董事長的帶領下，持續提升
技術與高績效的品質管理標準，推動公司成長，致力創造永續發展的新契機。

【企業永續發展協會 莫冬立秘書長】
中華民國企業永續發展協會秘書長，曾任 GRI 全球永續性準則委員會
（GSSB）委員、國家永續獎評審委員、台灣永續指數工作小組成員等。主
要專業領域為能源與氣候變遷、非財務資訊報導、企業永續績效評比。致力
於幫助企業邁向永續發展之目標，在節能減碳之實務行動擁有相當豐富的
經驗，並輔導多家企業撰寫 CSR 報告書及永續發展領域 20 年以上經歷。對
於能源與氣候變遷、社會責任型投資及企業教育訓練等企業永續發展議題
也有非常深入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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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親愛的會員，您好：
本會將於本（110）年 12 月 14 日（二）下午 14 時，假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 15
樓（PCBC 犇亞會議中心 15 樓 AABB 會議廳），辦裡召開「110 年會員大會」暨「CEMA 卓
越研討會」，本次會議採實體出席及線上視訊併行（詳如備註舉辦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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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會員大會暨 CEMA 卓越研討會報名表
會員名稱
電話

傳 真

連絡人

e-mail
出席確認

參加代表資料
會員代表
（一）

□參加（□親自到場；□線上會議）
□不參加

會員代表
（二）

□參加（□親自到場；□線上會議）
□不參加

會員代表
（三）

□參加（□親自到場；□線上會議）
□不參加

會員代表
（四）

□參加（□親自到場；□線上會議）
□不參加

1、 開會時間：110 年 12 月 14 日（二）下午 14 時。
2、 舉辦方式：本次會議採實體出席及線上視訊併行。
◆ 實體開會地點：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 15 樓
（PCBC 犇亞會議中心 15 樓 AB 會議廳）
備

註

◆ 線上視訊會議：採 Cisco Webex 視訊軟體，會議連結將於 12 月 10 日提供。
3、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110 年 12 月 7 日止。
4、 報名電話：TEL：
（02）2370-9296，E-Mail：cema.taiwan@gmail.com，報名表
mail 後，請再來電確認。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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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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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委託書
本人因故不克出席本會 110 年會員（代表）大會，
茲委託本會會員

此

（代表）代表本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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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０ 年 十 二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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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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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附件六

交通資訊
實體開會地點：PCBC 犇亞會議中心 15 樓 AABB 會議廳
（台北市松山區復興北路 99 號 15 樓）
位置

如何前往

捷運

●搭乘捷運文湖線至「南京復興」站，七號出口出站（距離本中心步
行時間約 1 分鐘左右）
●搭乘捷運松山線至「南京復興」站，六號出口出站（距離本中心步
行時間約 1 分鐘左右）。
●搭乘 638、685、74、903 公車，於「捷運南京復興」站下車。
●搭乘 248、254、266、266(區間)、 279、282、282(副)、288、

公車站

收費停車場

288(區間)、292、292(副)、292(區間)、306、306(區間)、307、
46、604、605(快速公車)、622、652、668、672、675、711、紅
25、棕 10、棕 9 線， 於「南京復興路口」站下車。
●可停至「日本交流協會大樓地下室收費停車場」（台北市松山區慶
城街 28 號），步行約 4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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