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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南京 56 講堂 
 

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專業師資研習營 

（全新教材，歡迎 2012 種子教師回訓參加！） 

研習簡章 

 活動主旨： 

  二十一世紀為企業經營無國界的時代，經濟全面自由化使資

金、貨品、技術、服務及人才在國際間來去自如，企業間的競爭

亦演變為供應鏈對供應鏈的競爭，為了建立以供應鏈管理為軸心

的經營體系，企業未來無論是跨足兩岸市場或立足國際市場，甚

或推動全球營運，皆需要加速強化供應鏈並有效與上游的供應商

及下游的客戶建立堅強的策略伙伴關係，以推動供應鏈管理來強

化市場的競爭力，因此培養具備供應鏈思維的管理人才，乃是現

今企業所迫切關注的議題之一! 

  2012 年本會辦理之供應鏈師資營收到廣大迴響，三年來亦

接獲各大專校院教師提供之教材建議，為使教師教學更容易上手，

2015 年特針對本認證教材進行更新，除內文重整、翻譯校正，

另新增「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歷年考古題及臺灣產業供應鏈實

務個案，希冀全新教材更能貼近教師教學、學生學習及產業認同

的需求！今年再度辦理全國師資研習營，歡迎 2012 種子教師回

訓參加。 

 

 研習活動介紹： 

  供應鏈管理是一門涵蓋極廣的學問，為使大專校院學生確切

瞭解供應鏈管理內涵，本會評估基礎人員實務應用與接觸面，精

挑重點單元作為學員學習及認證方向，並辦理本研習活動提供教

師最新的報考資訊、輔導教師研習各單元教學架構及重點教學技

巧，同時在專業領域上能履新供應鏈管理新知及最新發展趨勢，

藉由相互交流達到供應鏈管理知能與技能教學技巧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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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習課程大綱： 

一、 供應鏈管理與競爭策略 

二、 顧客需求履行策略 

三、 流程思維：供應鏈管理的基礎 

四、 新產品開發流程：創意管理的基礎 

五、 訂單履行流程：實體流管理的基礎 

六、 組織審視與全球供應鏈設計 

七、 策略性供應鏈成本管理 

八、 核心能力與外包 

九、 績效評量 

 參加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有意從事供應鏈管理相關教學的教師(本活動

僅提供具教師證之教師報名)，因場地容納限制，研習活動招收人

數 30 人，額滿為止。 

 研習日期：民國 104 年 9 月 3 日至 9 月 4 日。 

 研習時間：AM09:00～PM17:00（研習二日共計 16 小時）。 

 研習地點： 

  南京 56 講堂，台北市中山區南京東路二段 96 號 10 樓(位於

南京東路與一江街路口，詳細交通方式請參閱附件一)。 

 研習內容： 

時間 活動內容 主講人 

第

一

天 

09:00~09:15 報到時間  

09:15~09:20 鍾榮欽 秘書長致詞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鍾榮欽 秘書長 

09:20~09:50 就業市場分析及證書考試辦法 
宇柏資訊(股)公司 

秦玉玲 董事總經理 

09:50~10:00 Tea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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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12:00 

Chapter 1. 供應鏈管理與競爭策略 

Chapter 2. 顧客需求履行策略 

(課程大綱、教學簡報、題目練習等) 

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鍾榮欽 秘書長 

12:00~13:30 午宴餐敘  

13:30~15:30 

Chapter 3. 流程思維：供應鏈管理的基礎 

Chapter 4. 新產品開發流程：創意管理的基礎 

(課程大綱、教學簡報、題目練習等)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梅明德 博士 

15:30~15:45 Tea Time  

15:45~17:00 教學分享及教材運用說明 

龍華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系 

梅明德 博士 

第

二

天 

9:00~9:30 報到時間  

9:30~12:00 

Chapter 5. 訂單履行流程：實體流管理的基礎 

Chapter 6. 組織審視與全球供應鏈設計 

Chapter 8. 策略性供應鏈成本管理 

(課程大綱、教學簡報、題目練習等) 

台中科技大學 

流通管理系 

陳志騰 博士 

12:00~13:00 午餐  

13:00~14:30 

Chapter 9. 核心能力與外包 

Chapter 10. 績效評量 

(課程大綱、教學簡報、題目練習等) 

致理技術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謝成章 講師 

14:30~14:45 Tea Time  

14:45~16:30 供應鏈實務講座 

台灣應用材料(股)

公司 

林靜霜經理 

16:30~17:00 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考試  

17:00 結訓  

備註一、上述議程安排主辦單位保有講師及議程變更權利，如未盡事

宜，依主辦單位現場公告為準。 

備註二、認證指定教材（供應鏈管理：從願景到實現，全華圖書代理

經銷）及考前重點講義將於上課一週前寄達通訊地址，請各

位老師先行研讀，以利共同研習討論。 

 研習費用：  

      內容 

報名優惠價 

證照報名費

及證照費 

專業師資 

研習證書 

專業教學 

證書 

研習教材 

一套 

餐點& 

餐敘午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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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T$4,280/人 v v v v v 

教師回訓 

NT$2,180 
 v v v v 

※備註說明：因場地及人數限制，此研習活動之報名優惠價僅提供具有教師證之教師報

名，如有不便之處，敬請見諒 

 報名辦法／繳費方式： 

1. 報名方式：即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0 日前，請至線上報名網頁

填妥報名資訊，並以銀行臨櫃匯款、ATM 轉帳方

式繳費，始完成報名程序。（報名網址：

http://cer.ipacs.com.tw/56TC/Signup.aspx?jid=20150

903） 

2. 匯款銀行／帳號／戶名： 

匯款銀行：華南商業銀行懷生分行 

帳號：13110-035103-3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物流協會 

3. 諮詢窗口： 

請洽『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總代辦服務單位- 

宇柏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劉小姐（Sue）、蘇小姐(Mandy) 

服務專線：02-2523-1213 分機 115、116 

E-mail：sue@mail.ipacs.com.tw              

 證書頒發：此研習活動授予三類證書，相關說明如下 

1. 『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證照 

通過認證考試者由協會授與證書，證書由證照總代辦單位於

30 天內寄達。 

2. 『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專業師資研習證書 

全程參與此研習活動者，於活動結束當天，由協會頒發研習

證書。 

3. 『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專業教學證書 

全程參與此研習活動且通過『供應鏈管理專業認證』認證者，

專業教學證書由證照總代辦單位於 30 天內寄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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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南京 56 講堂交通資訊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