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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年未來工作眺望與新世代人才需求」趨勢研討會 

Future Work : Vision 2030 

一、 活動目的 

 在全球環境劇烈的變動下，社會經濟與新科技應用快速更迭，未來工作變化也日趨快速與多

樣。為引領大眾對於未來產業趨勢與勞動市場轉變之討論，本研討會從全球觀點出發，掃描驅動

未來工作引擎，掌握新科技下潮流趨勢，並從產業創新實踐看未來世代人才培育，透過產學研界

專家之專題及個案分享，期待藉此倡議各方對於未來工作轉變的關注。 

二、 活動資訊 

（一） 時間：107 年 12 月 06 日（四）14:00-17:00 

（二） 地點：集思北科大會議中心－西特廳（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 1 號億光大樓 2 樓） 

（三） 活動對象：各大專院校之應屆畢業生或在校學生、產業界人力資源管理部門 

（四） 主辦單位：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五） 執行單位：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三、 活動議程 

時間 議程 時間 

13:30-14:00 來賓報到  

14:00-14:10 
【開場致詞】下世代職場就業之變革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劉傳名所長 
(10min) 

全球視野 
Global Thinking 

14:10-14:40 
【趨勢演講】從全球發展趨勢看未來工作之轉變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張玉山秘書長 
(30min) 

14:40-15:10 
【產業創新】接軌科技潮流之工業 4.0 思維 

資策會數據科技與應用研究所／蘇偉仁商務協理 
(30min) 

15:10-15:20 交流茶敘 (10min) 

在地實踐 
Local Action 

15:20-16:50 

【創新實踐】改變世界：實踐創新價值之下世代人才 

 批發零售－跨界創新：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陳雲協理 

 觀光旅遊－跨域創新：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KKday)／Kate 首

席行銷科學家 

 運輸物流－思維創新：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施皇吉總經理 

(30min)*3

16:50-17:00 【QA 交流】 (10min) 

備註：講者邀約或議程安排將視實際狀況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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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講者單位介紹 

單位 說明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1973 年成立，以提昇我國管理
科學及管理技術為宗旨，配合國內經濟成長與發展的需要，
結合學術界，企業界與政府機關共同之力量，以促進我國
管理科學及管理技術之發展為目的，提供各類管理諮詢服
務，專案服務項目包括經營輔導、學術研究、評鑑管理等，
戮力於提昇國內管理水準。 

資訊工業策進會 

  資訊工業策進會於 1979 年成立，以推動我國資訊科技
發展而立，為成資訊通訊相關政策之智庫，成立以來，參
與諸多資通訊前瞻研發，透過規劃、研擬與推動各項資訊
產業政策，普及與深化資訊應用，參與推動國家資訊基礎
建設等各項任務。 

恆隆行貿易股份有限公司 

  恆隆行成立於 1960 年，從代理日本攝影器材與周邊商
品起家，1990 年拓展家電與數位生活領域，2010 年建立線
上服務平台，進一步提供完整的配件銷售服務，至今代理
20 個品牌，橫跨家電、廚房用具、健康美容、生活日用等
五大類別，更積極開拓現代化零售通路與自營百貨專櫃，
2017 年開發「恆隆行智能管家 APP」優化線上、線下消費
者接觸點旅程，為消費者創造更有感的服務。 

  恆隆行歷經 50 個年頭，以創新變革為理想、消費者需
求為考量，如今轉型為頗具規模的零售商，看恆隆行如何
從傳統批發零售業，轉型迎戰未來產業與人才轉型之變化。

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
（KKday） 

  KKday 於 2014 年成立，為專門提供旅遊體驗與行程 

(local tours and activities) 的線上平台，網羅世界各地的旅
遊行程，蒐集超過 20,000 種，遍佈全球 80 個國家、500 

個城市的旅遊方案，為亞洲最大旅遊體驗平台。 

  透過科技、創新與關懷，KKday 提供創新的旅遊體驗
行程，面臨未來旅遊趨勢強調個人深度旅遊，KKday 做為
新興公司，本次演講將告訴您，團隊如何突破既有框架、
勇於挑戰全球舞台，這群新創團隊又有什麼特質，打造台
灣的旅遊新品牌。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東立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02 年成立，位於台北港內，
佔地 13 公頃，主要營運項目為成車進出口、新車整備、汽
車零組件捆包、專業進出口貿易等業務，透過一貫化港邊
作業服務、客製化生產作業模式，提供高效率、低成本的
作業模式；東立物流以邁向全球運籌管理的國際汽車物流
中心為目標，持續擴展服務規模，帶動汽車業和物流業的
發展。面對全球化的競爭趨勢，物流做為企業流程整合重
要的一環，本次演講將帶領您一觀國際物流之趨勢變化，
以及新世代國際人才所需具備的條件與思維創新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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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報名方式 

（一） 網路報名：請進入報名網址，填妥相關資料 https://www.surveycake.com/s/edz74 

（二） 電子郵件：請填妥報名表，電子檔 e-mail 至 lilian.chen@mail.management.org.tw 

（三） 傳真：請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 02-33431188 

（四） 上述報名方式擇一即可，活動前 2 日，將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活動出席提醒。 

六、 注意事項 

（一） 本活動場次限 70 名（預先報名者優先入場），以事先報名者為優先，當日依序簽到領

取會議資料後入場。 
（二） 活動期間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流程的權力。 

（三） 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留對本活動流程、內容、議程規則等活動規劃修改權利。 

（四） 活動前 2 日，將透過電子郵件發送活動出席提醒。 

（五） 連絡窗口 

 陳小姐(02-33431163) lilian.chen@mail.management.org.tw 

 李小姐(02-3343-1183) evelynlee@mail.management.org.tw 

七、 交通方式 

（一） 捷運：搭程捷運至忠孝復興捷運站 1 號出口，直走 6 分鐘抵達。 

（二） 公車：至「正義郵局」站，走路約 2 分鐘即可到達，行經公車有 1813 支線、1815、

 212、232 副、262(含區間車)、299、605、919、忠孝新幹線；公車班次與路線以營

 運公車網站公告為主。 

（三） 開車：行駛建國南北快速道路，由北往南者，從建國南路一段與忠孝東路三段口下匝

 道後左轉；由南往北者，從辛亥路與建國南路口下匝道直行；鄰近活動會場停車場為

 億光停車場（40 元/hr）與仁愛停車場（40 元/hr），費用以現場公告為主；車位採

 先到先停制，恕不另事先預留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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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報名表 

報名者 1 報名者２ 

姓名 
 

姓名 
 

服務單位 
 

服務單位 
 

職銜 
 

職銜 
 

連絡電話 
 

連絡電話 
 

手機號碼 
 

手機號碼 
 

電子信箱 
 

電子信箱 
 

活動資訊 
請告訴我們您透過哪個管道得知本活動資訊 

口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網站／電子報 

口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網站／電子報 

口學校公文／活動海報 

口活動通 Accupass 

口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備註 
1. 本活動場次限 70 名（預先報名者優先入場），為使活動當日順利進行，請事先報名 
2. 報名方式： 
 網路報名：至活動網頁填妥相關資訊(https://www.surveycake.com/s/edz74) 
 電子郵件：填寫報名表後，將電子檔 e-mail 至 lilian.chen@mail.management.org.tw 
 傳真：填妥報名表後傳真至 02-33431188。 

3. 活動期間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主辦單位保留調整活動流程的權力。 
4. 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留對本活動流程、內容、議程規則等活動規劃修改權利。 
5. 當日提供茶點，為響應環保、配合節能減碳，請自備環保杯。 
6.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以下簡稱本會）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在您提供
個人資料予本會前，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1) 為辦理 2030 年未來工作眺望與新世代人才需求趨勢研討會，確保報名學員之共同利益，
將遵循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註冊會員所提供之個人資
料，包括姓名、服務機構、職稱、行動電話等資訊。 

(2) 本會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3) 本會將於蒐集目的之存續期間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4) 本會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 
(5) 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3 條規定，您可就您的個人資料向本會行使查詢或請求閱覽、請求製

給複製本、請求補充或更正、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請求刪除之權利，如您因行使
下述權利而導致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本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 

(6) 如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本會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業務。 
(7) 本會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本會將會善盡監督之責。 
7. 當您填寫報名表並以網路報名、郵寄、e-mail 等方式遞交給本會時，即表示您已詳閱上述

條款，充分知悉上述告知事項，並同意本會蒐集您的姓名、連絡方式等資訊、或其他得以
直接或間接識別本人之個人資料；並同意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本會
留存此份報名表，供日後取出查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