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第五屆國際顧問節活動」計畫活動簡介
一.計畫目標
以全球化的角度，參與國際重要組織的活動，擬舉辦第 5 屆國際顧問節活動，
邀請國際經營管理顧問協會理事會（ICMCI）國際副主席 Mr.Liew,Shin-Liat 探
討國際顧問產業如何在全球化的時代中彼此合作與發展；以及邀請瑞士籍資深
顧問 Mr.Thomas M Wicki 探討中小企業競爭力議題的發表，期使企業管理顧問
業與中小型企業的業者，皆能提升國際視野與企業競爭力。
二.活動說明
(一)活動日期：103 年 07 月 18 日(星期五)
(二)活動內容：
1.整體活動主題：
主題：第五屆國際顧問節活動
時間：14:00 至 17:30 及 18:00 至 20:00 (預計參加人數 120 人)
2.整體活動內容：
主題：專題演講：兩個主題兩位國外專家顧問
議題探討：一個主題六位國內專家顧問
特別活動：授證儀式 (國際顧問 CMC 證照授證儀式)
3.聯誼晚宴
主題：顧問專家交流聯誼活動 (預計參加人數 40 人)
時間：18:00 至 20:00
(三)活動地點：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下午活動位於：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
晚宴活動位於：筷子餐廳(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1 樓)
(四)出席來賓：
1.第五屆國際顧問節預計邀請的國際講師：
瑞士籍 (Mr.Thomas M Wicki)、新加坡籍 (Mr.Liew,Shin-Liat)兩位顧問。
2.第五屆國際顧問節預計邀請的國內講師：(出場序)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鄧組長 裕仁先生
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
梁總監 源湘先生
財團法人商業發展研究院
林所長 谷合先生
大人物企管/歐洲大學
范教授 揚松先生
中華品牌協會
簡主委 義源先生
顧問協會：ICMCI 國際顧問台灣代表
林博士 天祥先生
3.聯誼晚宴活動預計邀請上述講師外，再加上邀請國際顧問專家及本國專家
顧問等預計 40 位。
4.敬邀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葉處長出席第五屆國際顧問節的致詞，分享政
府對顧問產業的期勉，以及出席聯誼晚宴活動。

（五）活動議程
第四屆國際顧問節：
地點：集思會議中心-蘇格拉底廳(台北市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B1)
時間：103 年 07 月 18 日（星期五）
14:00 至 17:30

聯誼晚宴(顧問專家交流聯誼活動)：
Time 時間

Title 主題

Spokesman 發言人

14:00~14:10

Kick-off Speech
開場致詞

Mr. Neil Huang – President of BMCA
黃理事長 孝文先生
(ICMCI 現任台灣主席)

14:10~14:20

Speech by Director General Johnny
Yeh/SME Administration
處長致詞
The Expectation & Encouragement of
Government to Consulting Industry
政府對顧問產業的期勉
Discuss the global collaboration &
development among the
International Consulting Industries
探討國際顧問產業如何在全球化的
時代中彼此合作與發展。
Discuss the issue of SME’s
Competitiveness
探討中小企業的競爭力議題

Mr. Johnny Yeh – Director General of
SME Administration
中小企業處 葉處長 雲龍先生

15:20~15:30

CMC, ICMCI Certification Ceremony
國際經營管理顧問 授證儀式

ICMCI 台灣主席 主持 CMC 授證

15:30~15:50

Coffee & Tea Break
休息
The Viewpoints how the Consulting
Industry consult & guide the small &
micro small firms in Taiwan
台灣顧問產業如何輔導照顧台灣小
微型企業之觀點

Master of Ceremony
司儀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鄧組長 裕仁先生
．中國生產力中心
梁總監 源湘先生
．商業發展研究院
林所長 谷合先生
．大人物企管/歐洲大學
范教授 揚松先生
．中華品牌協會
簡教育主委 義源先生
．顧問協會：ICMCI
國際顧問 林博士 天祥先生
(共計六個單位，每單位發表 12 分鐘)
BMCA 顧問協會
元智大學 許士軍教授之團隊

14:20~14:50

14:50~15:20

15:50~17:10

17:10~17:25

17:25~17:30
17:30

National Introduction of Intelligence
Award
國家智榮獎介紹
(歡迎資深顧問踴躍報名參加)
Closing
結語
Completion of the Meeting.
(Photos for memory)
散會 (合影留念)

ICMCI 國際副主席 (新加坡籍)
Mr.Liew,Shin-Liat

瑞士籍資深國際顧問
Mr.Thomas M Wicki

Mr. Neil Huang – President of BMCA
黃理事長 孝文先生
BMCA 顧問協會

地點：筷子餐廳(羅斯福路 4 段 85 號)
時間：103 年 07 月 18 日（星期五）
18:00 至 20:00
Time 時間

Title 主題

Spokesman 發言人∕說明

18:00~18:10 聯誼晚宴致歡迎詞

18:10~20:00 聯誼晚宴

ICMCI 現任台灣主席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黃理事長 孝文先生
出席貴賓
邀請國際顧問專家及本國專家顧
問等預計 40 位，出席晚宴聯誼及
交流活動

※晚宴參與費用酌收:NT600/人

線上報名
中華民國企業經營管理顧問協會

理事長

黃孝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