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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年限：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函 
 

 
          機關地址：台北市八德路四段 83號 2樓 

          聯 絡 人：朱珮綺 

          聯絡電話：(02)2528-8833 分機 27 

          傳  真：(02)2742-5342 

          電子郵件：peggychu@cieca.org.tw 

 

受文者： 相關公協會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 108年 10月 30日 

發文字號： 國經協會(108)國字第 516號 

速別： 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如文 

 

主旨：本會訂於本（108）年 11 月 21 日(四)下午 1 時 30 分至 5

時 30 分假遠東香格里拉國際大飯店地下一樓怡東廳舉辦

「2019 國際商會（ICC）台北仲裁日」，敬請 惠允派員

出席並轉知所屬會員踴躍參加，無任企感。 

說明： 

一、 國際商會(ICC)成立迄今已有百年歷史，提供國際仲裁及

爭議解決服務全球知名，廣為各國接受作為解決商務及投

資爭議的主要機制。台灣所簽訂的投資保護 (障 )協定

(Investment–related Agreements)也多採用 ICC 仲裁與爭議

解決機制。要有效率地以仲裁解決國際商務及投資爭議，

仲裁人以及仲裁程序與案件的管理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此 ICC 國際仲裁有其獨特的面向。 

二、 旨述會議由 ICC 國際仲裁院院士暨本會常務監事暨常在國

際法律事務所朱麗容律師、國際商會北亞地區仲裁與

ADR 主任范銘超博士主持活動，並邀請韓國、香港、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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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賓及新加坡等地具豐富經驗之律師、仲裁人針對 ICC 仲

裁之特色進行解說交流，並分享其專業經驗，使與會者充

分了解仲裁人選任及案件管理技巧。 

三、 本活動亦邀集國內知名企業法務長、財務長、國際仲裁院

院士及秘書處人員顧問，就各自專長、經驗分析台灣企業

如何有效應用 ICC 仲裁。 

四、 隨函檢附「2019國際商會（ICC）台北仲裁日」規則議程

及報名表，敬請 卓參。本會議以中英文同步翻譯進行，

免費參加，惟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以免向隅，主辦單

位保留修改活動之權利，敬請於 11 月 15 日前將報名表

電郵回本會彙辦，或逕以網頁報名：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5 

五、 本案聯絡人： 

國際商會中華民國委員會／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 

朱珮綺 助理專員 

電話：(02) 2528-8833分機 27 

電子信箱：peggychu@cieca.org.tw 

 

 

正本： 相關公協會 

副本：  

  

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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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國際商會（ICC）台北仲裁日 

議程 

2019 ICC Arbitration Day in Taipei 

Program 

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國際經濟合作協會、國際商會中華民國委員會 

國際商會 

Organizers:  Chines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 Association (CIECA) Taiwan, 
ICC Taipei, ICC 

日  期： 2019 年 11 月 21 日(星期四) 13:30 -17:30 

 Date:    13:30-17:30, Thursday, November 21, 2019 

地點(Venue)： 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B1 怡東園 

(台北市大安區敦化南路 2 段 201 號 B1) 

East Gate Ballroom, Shangri-La’s Far Eastern Plaza Hotel, Taipei  
(B1, 201 Tun Hwa S. Rd, Sec. 2, Taipei) 

簡介 

國際商會(ICC)成立迄今已有百年歷史，提供國際仲裁及爭議解決服務全球知名，

廣為各國接受作為解決商務及投資爭議的主要機制。台灣所簽訂的投資保護(障)協

定(Investment–related Agreements)也多採用 ICC仲裁與爭議解決機制。 

要有效率地以仲裁解決國際商務及投資爭議，仲裁人以及仲裁程序與案件的管理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對此 ICC國際仲裁有其獨特的面向。  

本場互動式的研討會邀請知名的國際仲裁實務專家、仲裁人、公司法務及財務主

管、以及ICC仲裁院院士及秘書處顧問進行對談，從各自的角度針對如何選任仲裁

人以及有效進行案件管理的技巧和策略思考分享他們的經驗，並解答與會者對ICC

仲裁的問題。 

The ICC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a century and is globally known for its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service, which has been widely adopted as the 
mechanism in resolving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in various jurisdictions.  
Most Investment-related Agreements signed by Taiwan government also have adopted 
the ICC arbitration and dispute resolution mechanism.  

To efficiently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through 
arbitration, arbitrator(s) and arbitration proceeding and case management 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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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nificant roles.  The ICC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fers various features in these 
respects. 

In this event, several world-renowned experts in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practice, 
arbitrators, in-house counse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ICC Court members and Secretariat 
counsel will engage in discussions and share their insights on topics regarding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and cas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they will also answer questions raised by participants in relation to ICC 
arbitration.  

1:30pm –2:00 pm 報到 

Registration  

2:00 pm – 2:05pm 開場及歡迎致詞 
Welcome and Opening Remarks  
ICC Taipei 

2.05 pm –3:25pm 仲裁人選任 

本場將由主持人/與談人從廠商(使用人)、仲裁人以及ICC的角

度出發，以對談的方式探討與仲裁人選任攸關的實用議題與

策略思考，包括：仲裁人的角色與權責、選擇合適仲裁人的

重要性、如何進行仲裁人選任、在選任仲裁人需要特別注意

與思考的事項。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In this session, the moderator and the panelists will engage in 
discussions from the viewpoint of the arbitrating parties (users), 
arbitrators and ICC to explore various practical issues and 
strategies in relation to the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Topics 
of discussion include: (a) the powers, duties and role of 
arbitrators; (b) the importance of appointing suitable arbitrators; 
(c) steps/guidelines for the appointment of arbitrators; and (d) 
issues and matters to consider in choosing and appointing 
arbitrators. 
 
主持人 

Moderator: Ms. Lillian Chu 
 ICC Court Member  
  Senior Partner, Tsar & Tsai Law Firm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院士、國經協會常務監事暨常在國際法

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朱麗容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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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人 

Speaker :       Ms. Hazel Tang  
 ICC Court Managing Counsel for Asia Office 

(Singapore)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案件管理法律顧問Ms. Hazel Tang 

 (新加坡) 

與談人  

Panelists: 
 Mr. Louie Ogsimer 

ICC Court Member  
Partner, Romulo Mabanta Buenaventura Sayoc & 
de los Angeles (Philippines)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院士 & Romulo Mabanta Buenaventura 

Sayoc & de los Angeles 合夥人Mr. Louie Ogsimer（菲律賓） 

 Mr. Kevin Kim 
 ICC Court Vice President 
 Senior Partner, Bae, Kim & Lee LLC (Korea)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副院長Mr. Kevin Kim （韓國） 

  Ms. June Su  
 Director, Legal Division 

E Ink Holdings Inc.  
元太科技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法務處蘇瑛珣處長 

  Mr. Leo Tsai 
 Group Legal Counsel  
 Taiwan Cement Corporation 

台灣水泥股份有限公司蔡立文法務長 

3.25 pm – 3.35 pm  Q&A          問答時間 

3.35 pm – 3.50 pm Coffee break  休息 

3.50 pm – 5.15 pm 仲裁案件的管理 

 
國際商務及投資仲裁重在快速有效地解決爭議，ICC國際仲裁

有獨特的案件管理程序，包括：案件管理會議、審理範圍書

等，可以預先規劃、評估及準備整個仲裁流程，有效管控時

間與成本，讓仲裁程序發揮最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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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場將由ICC國際仲裁院秘書處以及案件管理辦公室顧問律師

講演ICC特有的案件管理程序，並由ICC國際仲裁院院士、顧

問、公司主管、執業律師及仲裁人共同探討仲裁案件管理的

技巧與策略思維，並分享他們的經驗與建議。 

Management of Arbitration  

Using arbitration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and 
investment disputes is based on the notion that arbitrations are 
more cost effective and efficient in resolving disputes.   ICC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offers a unique case management 
process -including case management conference and terms of 
reference, allowing the arbitration parties to plan, assess and 
prepare for various stages in an arbitration proceeding in order 
to properly manage/control the time and cost in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 to resolve disputes as efficient as possible.   

In this session, counsel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Arbitration’s 
Secretariat and Case Management Office will speak on the 
features of case management process of ICC arbitration.   The 
ICC Court members, counsel, in-house counsel,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law practitioners and independent arbitrators will 
engage in discussions regarding case management techniques 
and relevant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and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provide their comments.  

主持人 

Moderator:   Mr. Shilin Huang   
 Partner, K&L Gates LLP 
 高蓋茨法律事務所合夥人黃璽麟律師 

演講人 

Speaker :        
Ms. Hazel Tang  

 ICC Court Managing Counsel for Asia Office 
(Singapore)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案件管理法律顧問Ms. Hazel Tang 

 (新加坡) 

與談人 

Panel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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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s. Lillian Chu 
 ICC Court Member  
  Senior Partner, Tsar & Tsai Law Firm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院士、國經協會常務監事暨常在國際法

律事務所資深合夥人朱麗容律師 

 Ms. Chiann Bao 
 ICC Court Vice President 
 Independent  Arbitrator, the Arbitration Chambers 

(Hong Kong)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副院長Ms. Chiann Bao (香港) 

                       Mr. Humphrey C.Y. Cheng 
 President, Corporate Management 
 Far Eastern New Century Corporation 

遠東新世紀行政總部鄭澄宇總經理 

 Mr. Steven Lim 
Independent Arbitrator, 39 Essex Chambers, Singapore 
獨立仲裁人 Mr. Steven Lim (新加坡) 

 Ms. Laylay Pan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United Renewable Energy Co., Ltd.  

聯合再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潘蕾蕾財務長 

 Ms. Chloe Tai 
 ICC YAF Regional Member (June 2019) 
 New York Bar 
 TransGlobe Life Insurance Inc. (Equity Investment) 

國際商會青年仲裁人暨全球人壽戴君如律師 

5.15 pm – 5.25 pm Q&A 問答時間 

5.25 pm – 5.30 pm 致閉幕詞    Closing Remarks  

   Ms. Hazel Tang  
  ICC Court Managing Counsel for Asia Office   
  (Singapore) 

國際商會國際仲裁院案件管理法律顧問Ms. Hazel Tang 

                    (新加坡) 

會議將以中英文同步口譯進行 

 Chinese and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will be provided 



2019 国际商会（ICC）台北仲裁日
2019 ICC Arbitration Day in Taipei

时间: 108 年 11 月 21 日（四）13:30－17:30

地点: 香格里拉台北远东国际大饭店怡东园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01 号地下一楼)

报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姓 名 Name

职 称 Title

公司名称 Company

电 话

Phone

传 真

Fax

E-mail

联络人 电 话 分 机

营业项目

Business

Scopes

国经协会会员(Member of CIECA) 非国经协会会员(Non-Member)

备 注

一、 请详细填写报名表，并于 108 年 11 月 15 日前完成报名，建议利

用本会网页或 e-mail 方式报名参加。

二、 网页报名：http://registration.cieca.org.tw/visit/?d=75

三、 本会将保留最终报名名额资格审核权

四、 承办人：朱佩绮 (Peggy Chu)

Tel：(02)2528-8833 ext.27 Fax：(02)2742-5342

E-mail：peggychu@cieca.org.tw

会议将以中英文同步口译进行

Chinese and 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will be provi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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