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業物流與供應鏈人才發展與前瞻

專業研討會 

  ◆  ◆  ◆  ◆  

 

主辦單位： 

英國皇家物流與運輸學會 台灣分會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in Taiwan 

 

協辦單位：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Logistics Management  

活動日期： 1 0 7 年 1 1 月 1 3 日 ( 星期二 ) 



 

 

一、活動緣起 

  各國企業發展全球佈局的競爭態勢中，已走向供應鏈與供應鏈的競爭，如

何有效建立物流服務系統、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服務品質及建立物流服務

網絡是基本且重要的核心問題。為了有效做好這些工作，除了對趨勢、管理技

術以及應用科技的持續關注外，在戰略思考上更須進一步有效地發展與培訓物

流與供應鏈管理人力資源，以厚植專業能力！！ 

  在台灣，除了基層的勞力欠缺外，物流及供應鏈管理人才近年也面臨短缺，

相較於歐美的短缺情況，台灣也不遑多讓，台灣企業殷切需要充實優質的物流

及供應鏈管理人才以提升整體的物流與供應鏈管理水準。 

  有鑑於此，英國皇家物流與運輸學會 台灣分會（CILT Taiwan）特別規

劃本研討會，竭誠歡迎 CILT會員及產官學研各界關心物流與供應鏈人力資源

發展與前瞻的人士踴躍出席。此次活動特別邀請 CILT總會秘書長及業界專業

經理人來分享其見解與心得，期望大家積極參與本次活動，活化台灣物流專業

社群的潛能，透過國際接軌發展國際網絡並進行「持續專業能力發展」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CPD），開創輝煌的物流生涯！  



 

 

二、活動目標 

 成為優質物流與供應鏈專才應具備的能力。 

 了解全球物流與供應鏈人才的發展狀況。 

 了解 CILT國際組織的使命與運作及透過 CILT與國際接軌。 

 了解在取得國際證照後如何將學習的成果應用在工作上。 

 培養物流與供應鏈管理能力對個人職涯發展的助益。 

  



 

 

三、活動議程 Agenda 

時間 

Time 

內容 

Activity 

主講人 

Speaker 

13:30-14:00 
報到 

Registration 

14:00-14:10 
開場致詞 

Opening Remarks 

14:10-15:10 

專題演講 

從供應鏈勝出—成為優秀的供應鏈人才 

 

Keynote Address  

Winning in the Supply Chain —How to be 

a top Performing Professional 

凱斯‧牛頓  

英國皇家物流與運輸學會 秘書長 

 

Keith Newton,FCILT 

The Chartered Institute of Logistics and 

Transport, International  

Secretary General 

15:10-15:30 
中場休息(茶點聯誼) 

Coffee Break 

15:30-16:10 

調查報告 

供應鏈人才短缺—從斷層到危機 

(DHL Supply Chain調查重點報告) 

 

Research Report 

The Supply Chain Talent Shortage—From 

Gap to Crisis 

(a DHL research brief ) 

陳志騰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 資訊與流通學院 助理

教授 

 

Allen Chen,CMILT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llege of Information 

and Distribution Science 

Assistant Professor 

16:10-16:50 

經驗分享 

國際認證之取得與職場應用 

—物流與供應鏈之知識與技術在工作上之發  

  揮與應用 

 

Experience Sharing  

Acquisition of an International Certificate 

蔡志強 

錸乾物流整合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 

 

Chih-Chiang Tsai 

Life Trans Logistics Integrate Co., Ltd. 

Vice General Manager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job 

16:50-17:10 

 雙向互動 

 

 Q&A 

 各單元主講人 

 

 Speakers of all Sessions 

17:10- 賦歸 
 

(本會保留議程變動之權利) 

四、報名費用 

500元/人(酌收費用，含場地、點心、飲料、講義) 

五、報名及洽詢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白專員、陳專員 

電話：（02）2778-5669 # 13、12 

傳真：（02）2778-3359《傳真後請來電確認》 

E-mail: teresa@talm.org.tw 、 winnie@talm.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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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            （如需多張報名表，敬請複印此表） 

活動名稱 企業物流與供應鏈人才發展與前瞻專業研討會 

與前瞻專家研討會 

與前瞻專家研討會 

活動時間 2018年 11月 13日 地點 
產業學院台北學習中心場地 4001室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號 4樓 科技大樓)  

報 名 表  

姓名 公司名稱 與 職稱 手機 E–mail 午餐 

    □葷 □素 □自理 

    □葷 □素 □自理 

    □葷 □素 □自理 

   
 

□葷 □素 □自理 

    □葷 □素 □自理 

通訊地址：□□□ 

經由人事部門或教育訓練單位代為報名者，請註明以下資料： 

承辦人：                單位與職稱： 

電話：                  傳真：                  E-mail：  

行業分類 

(可複選) 

 □製造  □批發  □零售  □貿易(進出口)  □物流中心  □倉儲運輸 

 □物流設備供應  □物流資訊系統  □媒體  □學術研究機構 □報關行 

 □產業公協會  □海空貨運(承攬)  □貨運集散場 □電子商務 

 □其他：                                       

□會員 費用合計          元整  付款方式：□電匯  □ATM 轉帳  □即期支票 



 

 

□非會員  銀行：華南商業銀行(008)懷生分行  

 帳號：13110 - 0342445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流協會(請寫支票抬頭) 

發票抬頭 □個人_____________□公司_______________統一編號______________ 

請問您如何得

知本活動 

 □本協會網站 □本協會發送之 E-mail □本協會 line@ 

 □貴公司佈告 □朋友/同事告知 □工研院 L.I.K.E.網 

 □其它                
※請注意： 

本會於收到報名表後將以 E-mail 回覆「報名確認回函」，為維護您的權益，若 3 個

工作天內無收到回覆請來電確認，報名窗口 02-2778-5669#12 陳韻宇 Winni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