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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如何借助外力探究下一個成長引擎？協助企業「持續成長，永續長青」！絕對是我

們不容忽視的重點議題及關卡！面對百年一見的重大疫情及貿易戰，台灣企業慣用的供應鏈

模式失靈，市場結構持續轉型，去家族化現象持續明顯，經濟瀕臨衰退及詭辯的市場波動。

劇變下，「永續 Sustainability」在 2022將重新定義！ 

6/28(二)董事學會年會主軸圍繞探討「台灣企業如何永續？」傳統本業需要找新核心繼

續成長，供應鏈模式需要創新升級，企業不僅談 ESG，更需要提出具體的商業模式轉型、事

業重心調整，合規永續減碳要求，爭取股東及利益關係人支持。 

今年持續第九年發布年度『董事會白皮書』。會中除了發佈報告中的五個觀察與五大挑戰

外，第一年頒佈外資可投資的中堅好公司排行榜。「高峰論壇」更邀請國際百年企業台灣雀巢

羅台青董事長、3M台灣公司仝漢霖董事總經理、台泥張安帄董事長、台灣好公司代表以及學

者專家對話，從永續探究台灣企業新核心競爭力，提供企業掌門人可以在重大決策上的學習

點（Best Practice），協助有潛力的中型冠軍企業「永續」、「成長」。 

【年會亮點】 

 

 

 

 

 

 

 

【論壇特色】 

1.最高峰對話金字塔：如何從核心競爭力延展擴大？最盛大“2022董事學會年會”。 

2.最高決策層的話題：向百年企業學習!唯一持續研究探討華人家族企業永續治理議題。 

3.最高端的與會代表：出席貴賓皆為上市櫃企業領袖、接班人、優質精英及董事會成員。 

4.最高值的人脈拓展：外資如何看待企業競爭力？與專業人士交流，建立人脈網絡關係。 

 

【企業為何一定要參加】 

 台灣唯一探討上市櫃企業「成長」、「獲利」、「願景」、「永續」企業治理議題盛會 

 透過董事匯帄台，邀約專家分享實務經驗，共同把脈，為台灣企業尋找落地的解決方針 

 以企業痛點為軸心，深入思考公司治理與可持續發展之道 

 健全董事會運作，優化公司治理評鑑分數，打造外資青睞的好公司 

2022 董事學會年會 

劇變的年代--探究下一代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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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資訊】 

 論壇時間：2022年 6月 28日(二)下午 1:30-5:30 (13:00開始報到) 

 論壇地點：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3樓遠東宴會廳（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二段 201號） 

 報名截止：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至 6/22止。早鳥優惠：6/10 截止。 

 本次年會可登錄董監事進修及公司治理主管 3學分。 

 

【暫定議程】 

時間 內容 貴賓 

13:00-13:30 貴賓報到、交流 

13:30-13:40  開場致詞 
司徒達賢|台灣董事學會理事長 

          政治大學名譽及講座教授 

13:40-13:50  貴賓致詞 黃 天 牧|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 

13:50-14:10  專題報告：2022董事會白皮書 蔡 鴻 青|台灣董事學會發起人 

14:10-15:10  
【向百年雀巢學習】高峰會 

－共享價值 打造新核心競爭力 

主持人：湯明哲|長庚大學校長 

與談人：羅台青|台灣雀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鄭明龍|大樹醫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15:10-16:10  
【向百年 3M學習】高峰會 

－創新轉輪 跨越核心競爭力 

主持人：盧希鵬|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特聘教授 

與談人：仝漢霖|美商 3M台灣子公司董事總經理 

與談人：鄭程嘉|百和興業(股)公司執行副總經理 

16:10-17:30  
【外資看台灣企業的永續】高峰會 

－供應鏈永續管理 

主持人：周行一|政治大學名譽教授 

與談人：張安帄|台灣水泥(股)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林瑩慧|安擘諮詢合夥人(前富時羅素董事總經理) 

與談人：巫慧燕|英商施羅德證券投信董事長 

17:30 賦歸 

主辦單位保留講師、議題內容、場地等變動權利。 

若因天侯、疾病等不可抗力因素，主辦單位保留取消及改期權利。相關資訊以官方網站公告為主。 

 

【相關單位】 

主辦單位：台灣董事學會 

贊助單位：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萬國法律事務所 

策展單位：董事會評論、家族治理評論 

 

http://www.twio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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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董事學會年會 報名表 

報名選擇方案 

A. 台灣董事學會會員 享貴賓入席 ※ 報名日期：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至 6/22 止 

※ 早鳥優惠：請於 2022/6/10 前完成匯款。 

※ 早鳥優惠：6/10 截止。（前 25 位報名者，再加贈本場論壇之百年企業

個案--雀巢或 3M 個案（隨機）雜誌乙本） 

※ 凡付費報名，可享有： 

1. 董監事 3 小時研習證書 

2. 《董事會評論》雜誌第 31 期─獨家收錄〈2022 年董事會白皮書〉 

※ 台灣董事學會會員需繳交 111 年會費方能享有專案優惠。 

B. 早鳥優惠 NT$4,200 元/人-6/10 截止 

C. 活動會員 NT$4,800 元/人 

（含董事講堂、董事會評論訂戶、企業掌

門人培訓、董監到府授課等） 

D. 雙人成行 NT$8,400 元/兩人 

E. 非會員   NT$5,200 元/人 

企業團報〈敬請來電詢問 02-2758-0889 年會小組 〉 

參加者 公司名稱 單位/職稱 聯絡電話 電子信箱 

     

身份別 

（可複選） 

□企業一代    □企業二代    □家族成員   □學者 

□企業掌門人  □董事會成員  □專業經理人  □其他 

認證

申請 

□需要 
□不需要 

聯絡人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  ) 

收件地址 - 

發票資訊 ※請先填寫開立資訊，待 Email 報名成功後（含匯款資料），再進行繳費，謝謝！ 

發票抬頭：                                統一編號：                          

發票地址：□同收件地址   □其他：                                              

發票收件人：□同聯絡人   □其他：                                              

※ 報名方式： 

(1)填寫完成後，請 e-mail：afot@twiod.org 或傳真至(02)2758-0931 

(2)大會收到您的報名資訊後，3 天內以電子郵件寄發「報名成功暨繳費通知信」 

(3)完成報名繳費後，因個人因素無法出席年會，依下列標準退費： 

 6/14（含）前提出退費申請，退還繳費金額 60%。 

 6/21（含）前提出退費申請，恕不受理退費申請。 

 退費時若非「合作金庫」帳戶者，須自行負擔匯款手續費 30 元。 

※ 為執行個人資料保護法之精神，以下選項請擇一勾選： 

   報名者同意本報名表內之資訊供作 貴學會未來辦理相關推動活動使用。 

   報名者僅同意本報名表內之資訊作為本次活動使用，不得另作他用。 

 好評不斷，值得參與 

立即掃描，優質活動 

線上報名 

年會報名暨諮詢專線： 

(02)2758-0889 | 2758-0780 年會小組 

#204 唐小姐、#201 卓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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