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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h MIC FORUM 大智移云 精采时代 

30th MIC Forum 科技产业创新前瞻论坛即将登场！今年的主题仍然环绕在大智移云等

破坏性科技的趋势前瞻，本届活动特别举办科技人才与未来金融两个场次的菁英论坛，欢迎

产业共襄盛举。一起探索市场新契机、宏观产业竞局、发展科技人才，迈向数字经济新时代！ 

MIC 诚挚邀请 您参加 30th MIC Forum 大智移云 精采时代！ 

 

 活动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活动地点：新竹喜来登 5F 礼堂、台北远企 3F 宴会厅、MIC 23F Salon 等地举办 

 联络信息：传真：（02）2732-8943   

e-mail：fanfan945@micmail.iii.org.tw 

洽询电话：（02）2735-6070 # 1206 洪小姐 

 活动议程： 

 

地点：新竹喜来登 5F 礼堂厅 

日期：2017/9/1 (五)  ICT 产业暨人工智能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信息暨半导体产业趋势前瞻 郭家蓉/MIC 副主任 

14:50~15:40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趋势前瞻 陈赐贤/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制造业之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前瞻 李震华/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mailto:fanfan945@micmail.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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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5 (二) 科技产业创新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08:30~09:00 报到 
 

09:00~09:50 数据经济引领产业创新 张善政/前行政院院长 

09:50~10:30 信息暨半导体产业趋势前瞻 沈举三/MIC 资深总监 

10:30~10:50 交流茶叙  

10:50~11:30 行动通讯产业趋势前瞻 张奇/MIC 产业顾问兼主任 

11:30~12:10 智慧浪潮下前瞻中国大陆产业趋势 
陈子昂/MIC 资深产业顾问兼 

资深总监 

 

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5 (二) 科技人才大未来 菁英论坛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40 典范 IBM-人才发展实务分享 林雅莉/IBM 人资部副总经理 

14:40~15:20 
科技人才发展机会与挑战 

-从组织人才管理的角度谈起 
郑晋昌/中央大学人资所所长 

15:20~15:40 交流茶叙  

15:40~17:00 

菁英论坛 

大智移云趋势下，各行业对于科技人才

需求大幅提升，台湾科技人才性价比

高，面临国际大厂挖脚，而人才是产业

升级转型的根本 

1.产业如何创造更好的人才发展舞台 

2.企业如何建立更好的人才品牌 

3.企业如何因应年轻世代的新价值观 

主持人  

詹文男/MIC 资深产业顾问兼所长 

与谈人 

林雅莉/IBM 人资部副总经理 

施振荣/智荣董事长，宏碁创办人 

郑晋昌/中央大学人资所所长 

蔡惠卿/上银科技总经理 

 (按照姓氏笔划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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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6 (三) 行动通讯应用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08:30~09:00 报到  

09:00~09:20 城市科技引领未来生活样态 
林柏齐/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兼

副主任 

09:20~10:10 4.5G 驱动的行动生活创新应用前瞻 蔡玉青/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0:10~10:30 交流茶叙  

10:30~11:20 5G 带来的新技术应用与产业商机 钟晓君/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1:20~12:00 智慧场域之服务型机器人趋势前瞻 陈佳安/MIC 产业分析师 

 

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6 (三) 信息电子产业跨国新竞局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两岸信息电子产业新竞合 周士雄/MIC 产业顾问兼副主任 

14:50~15:40 台湾信息电子产业南向新商机 杨正瑀/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台日技术合作共创新市场 王怡方/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7 (四) 人工智能创新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08:30~09:00 报到  

09:00~09:20 人工智能专利发展与布局趋势 杜在国/专利检索中心执行长 

09:20~10:10 人工智能在 IOT 的创新应用发展 冯明惠/资策会智通所所长 

10:10~10:30 交流茶叙  

10:30~11:20 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趋势前瞻 陈赐贤/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1:20~12:00 医疗产业之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前瞻 任上鸣/MIC 产业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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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7 (四) 电子商务创新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20 从电子商务到未来零售 王义智/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兼副主任 

14:20~15:10 未来电子商务的机会与挑战 王志仁/东森购物电商事业群执行长 

15:10~15:30 交流茶叙  

15:30~16:20 网红经济与数字媒体趋势前瞻 曾家宏/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兼组长 

16:20~17:10 智能零售与科技应用趋势前瞻 张筱祺/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8 (五) 未来金融发展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08:30~09:00 报到  

09:00~10:00 区块链掀起的典范转移 卢瑞山/德明科大资管系副教授 

10:00~10:20 交流茶叙  

10:20~11:10 无所不在的行动支付创新应用 胡自立/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1:10~12:00 人工智能翻转金融业经营策略 陈凯迪/MIC 产业分析师 

 

地点：远企 3F 宴会厅 

日期：2017/9/8 (五) 金融创新大未来 菁英论坛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40 未来金融新样貌 王俪玲/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14:40~15:20 智能理财的创新服务模式 刘至凯/唐吉轲德金融科技执行长 

15:20~15:40 交流茶叙  

15:40~17:00 

菁英论坛 

1.如何因应全球 Fintech 的创新威胁 

2.如何结合 Fintech 完善台湾金融产

业生态体系 

3.金融业如何与新创 Fintech 携手进

军国际市场 

主持人  

詹文男/MIC 资深产业顾问兼所长 

与谈人 

王俪玲/政大金融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李长庚/国泰金控总经理 

李启贤/证交所总经理 

刘至凯/唐吉轲德金融科技执行长 

 (按照姓氏笔划排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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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新竹喜来登 5F 礼堂厅 

日期：2017/9/11 (一) Evolving Trends Toward 5G 

(经济部技术处 5G 办公室+MIC 联合主办) 

Time Topic Speaker 

13:30~14:00 Registration  

14:00~14:40 
Exploring operators' challenges 

towards 5G 

Dr. Fumio Watanabe, Chairman, 

KDDI Research Inc. 

14:40~15:20 Enabling 5G utilizing mmWave Dr. Ali Sadri, Senior Director, Intel   

15:20~15:40 Break 

15:40~16:20 
Unleashing the power of mobile 

edge computing 

Mr. Eric J. Chen, Founder & CEO, 

Relay2  

16:20~17:00 Building the Road to 5G 

Mr. Javan Erfanian 

Distinguished Member of 

Technology, Bell Canada, and 5G 

Initiative, NGMN 

17:00 Closing of the Meeting 

**全程英文演说 

 

地点：MIC 23F MIC Salon 

日期：2017/9/15 (五) 国际与台湾政经情势发展分析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6:20 国际与台湾政经情势发展分析 王健全/中华经济研究院副院长 

**中场交流茶叙 20 分钟 

 

地点：MIC 9F 成长培训室 

日期：2017/9/19 (二) 智能化产业与应用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体验经济-AR/VR 发展趋势前瞻 徐育群/MIC 产业分析师 

14:50~15:40 穿精戴萤-腕带式装置应用趋势 王衍袭/MIC 产业分析师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产业趋势 李亦晴/MIC 产业分析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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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MIC 23F MIC Salon 

日期：2017/9/20 (三) 数位经济时代之法制创新与资安策略 

(MIC+科法所 联合主办)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10 引言：数字经济的价值与挑战 周树林/MIC 产业顾问兼主任 

14:10~15:20 数字经济下之法制创新与个人隐私 郭戎晋/资策会科法所副主任 

15:20~15:40 交流茶叙  

15:40~16:50 数字经济下之信息安全趋势与策略 林皇兴/达友科技副总经理 

 

地点：MIC 9F 成长培训室 

日期：2017/9/21 (四) ICT 大厂布局与创新应用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ICT 产业趋势与创新应用前瞻 魏传虔/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4:50~15:40 ICT 领导大厂创新策略与布局 许桂芬/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脸部辨识创新应用与商机洞察 杨仲瑜/MIC 产业分析师 

 

地点：MIC 23F MIC Salon 

日期：2017/9/22 (五)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发展趋势洞察  

(MIC+德明财经科技大学 联合主办)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5:00 宏观趋势-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洞察 
童启晟/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兼

组长 

15:00~15:20 交流茶叙  

15:20~16:20 破坏创新-区块链创新应用前瞻 卢瑞山/德明科大资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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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MIC 9F 成长培训室 

日期：2017/9/26 (二) 全球智能城市应用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中国大陆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与商机 王琬昀/MIC 产业分析师 

14:50~15:40 印度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与商机 许加政/MIC 资深产业分析师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全球智慧城市发展趋势与案例 张旭佑/MIC 产业分析师 

 

地点：MIC 23F Salon 

日期：2017/9/27 (三) 无人机创新应用与趋势前瞻 

时间 议程 讲者 

13:30~14:00 报到  

14:00~14:50 无人机活化空间与应用 黄伟正/MIC 产业顾问 

14:50~15:40 无人机创新服务与市场 黄伟正/MIC 产业顾问 

15:40~16:00 交流茶叙  

16:00~16:50 无人机发展趋势与机会 黄伟正/MIC 产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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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h MIC FORUM 大智移云 精采时代 

 活动日期：2017 年 9 月 1 日（星期五）至 2017 年 9 月 27 日（星期三） 

 活动地点：新竹喜来登 5F 礼堂、台北远企 3F 宴会厅、MIC 23F Salon 等地举办 

 报名方式： 

1. 在线报名：http://mic.iii.org.tw/Event/ 

2. 传真报名：填妥报名表后传真至 （02）2732-8943 

 报名费用： 

1. MIC 会员：以会员权益参加，每人每场次计研讨会会员权益一次。 

2. 会员/非会员付费参加（如下说明）：每人计次，价格含电子讲义、茶点及营业税。 

场

次 

No. 

日期 主题 7 月 28 日前 

早鸟优惠价 

8 月 11 日前 

早鸟优惠价 

定价 

1B 9/1(五)下午 ICT 产业暨人工智能趋势前瞻 NT$1,600 NT$2,800 NT$6,600 

5A 9/5(二)上午 科技产业创新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6,600 

5B 9/5(二)下午 科技人才大未来 菁英论坛 NT$2,800 NT$4,800 NT$6,600 

6A 9/6(三)上午 行动通讯应用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6,600 

6B 9/6(三)下午 信息电子产业跨国新竞局 NT$2,800 NT$4,800 NT$6,600 

7A 9/7(四)上午 人工智能创新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6,600 

7B 9/7(四)下午 电子商务创新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6,600 

8A 9/8(五)上午 未来金融发展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6,600 

8B 9/8(五)下午 金融创新大未来 菁英论坛 NT$2,800 NT$4,800 NT$6,600 

11B 9/11(一)下午 Evolving Trends Toward 5G NT$1,600 NT$2,800 NT$6,600 

15B 9/15(五)下午 国际与台湾政经情势发展分析 NT$1,600 NT$2,800 NT$5,800 

19B 9/19(二)下午 智能化产业与应用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5,800 

20B 9/20(三)下午 数位经济时代之法制创新与资安策略 NT$1,600 NT$2,800 NT$5,800 

21B 9/21(四)下午 ICT 大厂布局与创新应用前瞻 NT$2,800 NT$4,800 NT$5,800 

22B 9/22(五)下午 金融科技与区块链发展趋势洞察 NT$1,600 NT$2,800 NT$5,800 

26B 9/26(二)下午 全球智能城市应用趋势前瞻 NT$2,800 NT$4,800 NT$5,800 

27B 9/27(三)下午 无人机创新应用与趋势前瞻 NT$1,600 NT$2,800 NT$5,800 

**备注：主办单位保留举办时间、研讨会主题以及报名参加名额变动之权利。

http://mic.iii.org.tw/Ev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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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事项： 

1. 由于席次有限，为维护活动质量，MIC 保留接受报名与否之权利。为免向隅，敬请

尽早回复，请于 08 月 30 日（星期三）前报名。谢谢您！ 

2. 使用会员权益或付费参加者，因故无法出席者，请于活动前一日来电取消；未取消

且当日未到者，恕不予以退费（若为会员则视同使用权益一次）。 

 联络信息： 

传真：（02）2732-8943   

e-mail：fanfan945@micmail.iii.org.tw 

洽询电话：（02）2735-6070 # 1206 洪小姐 

 缴费方式： 

1. 即期支票 

支票抬头：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 

邮件地址：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号 19 楼 会员服务中心 收 

2. 行库汇款 

汇款银行：华南银行和平分行（总行代号：008） 

户名：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 

账号：98365-05099-001-3 

3. 信用卡付款（可选择在线刷卡或填写报名表之信用卡付款单回传） 

※汇款缴费后，请将收据连同报名表回传 MIC 会员服务中心 

mailto:fanfan945@micmail.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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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th MIC FORUM 大智移云 精采时代 

参加者基本资料 

公司名称  

付款方式 

自费（请勾选以下付款方式） 

□支票 □汇款  □信用卡 

金额：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权益，会员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络窗口签名： 

发票抬头 
 

（自费报名请务必填写） 

统一编号 
 

（自费报名请务必填写） 

联络地址 
□□□ 

 

联络人 
 

 
电话 

 

 

 

参加者 

姓名-1 
 部门  职称  

e-mail  

请勾选 

参加场次 

□ 1B_9/1 下午 □ 5A_9/5 上午 □ 5B_9/5 下午 □ 6A_9/6 上午 
□ 6B_9/6 下午 □ 7A_9/7 上午 □ 7B_9/7 下午 □ 8A_9/8 上午 
□ 8B_9/8 下午 □ 11B_9/11 下午 □ 15B_9/15 下午 □ 19B_9/19 下午 

□ 20B_9/20 下午 □ 21B_9/21 下午 □ 22B_9/22 下午 □ 26B_9/26 下午 

□ 27B_9/27 下午       
 

参加者 

姓名-2 
 部门  职称  

e-mail  

请勾选 

参加场次 

□ 1B_9/1 下午 □ 5A_9/5 上午 □ 5B_9/5 下午 □ 6A_9/6 上午 
□ 6B_9/6 下午 □ 7A_9/7 上午 □ 7B_9/7 下午 □ 8A_9/8 上午 
□ 8B_9/8 下午 □ 11B_9/11 下午 □ 15B_9/15 下午 □ 19B_9/19 下午 

□ 20B_9/20 下午 □ 21B_9/21 下午 □ 22B_9/22 下午 □ 26B_9/26 下午 

□ 27B_9/27 下午       
 

 活动联系：MIC 会员服务中心 02-2378-2306  传真：02-2732-89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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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填写以下之信用卡数据，我们将透过信用卡授权中心索取授权后扣款 

并请传真：02-2732-8943  MIC 会员服务中心 洪诗雯小姐 

 

基本数据 信用卡资料 

公司名称： 

 

持卡人姓名： 

连络电话： 

 
信用卡别 

□VISA    □MASTER      □联合 

□JCB     
传真号码： 

 

收件地址： 

 

信用卡卡号： 

发票抬头： 

 

有效期限：公元          年          月                           

统一编号： 持卡人签名 

 

 

（须与信用卡签名一致） 

□二联式   □三联式 

订购金额：NT$                 

（30
th

 MIC FORUM 大智移云 精采时代） 连络电话 02-2735-6070 ext.1206 洪小姐 

以下由本公司人员填写 

商店代号及名称 

 

DATE      月 日 年  
授权密码 AUTHORIZATION NO. 

 

 

****其他付款方式说明**** 

支票：抬头请写「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以下户名、抬头均为资策会全衔） 

      （请以挂号寄至 106 台北市敦化南路二段 216 号 19 楼 洪诗雯小姐收） 

汇款：华南银行和平分行  账号：98365-05099-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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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 

搜集个人资料告知事项暨个人资料提供同意书 

版本：P-V4-MIC 

财团法人信息工业策进会（下称本会）为遵守个人资料保护法令及本会个人资料保护政策、

规章，于向您搜集个人资料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项，敬请详阅。 

一、 搜集目的及类别 

本会因办理或执行业务、活动、计划、提供服务及供本会用于内部行政管理、陈报主管

机关或其他合于本会捐助章程所定业务、寄送本会或产业相关活动讯息之搜集目的，而

需获取您下列个人资料类别：姓名、联络方式（如电话号码、职称、电子信箱、居住或

工作地址等）、身分证统一编号，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间接识别您个人之数据。 
※您日后如不愿再收到本会所寄送之营销讯息，可于收到前述讯息时，直接点选讯息内拒绝接受

之链接。 

二、 个人资料利用之期间、地区、对象及方式 

    除涉及国际业务或活动外，您的个人资料仅供本会于中华民国领域、在前述搜集目的之

必要范围内，以合理方式利用至搜集目的消失为止。 

三、 当事人权利 

您可依前述业务、活动所定规则或依本会网站（http://www.iii.org.tw/）「个人资料保护

专页」公告方式向本会行使下列权利： 

(一) 查询或请求阅览。 

(二) 请求制给复制本。 

(三) 请求补充或更正。 

(四) 请求停止搜集、处理及利用 

(五) 请求删除您的个人资料。 

四、 不提供个人资料之权益影响 

若您未提供正确或不提供个人资料，本会将无法为您提供搜集目的之相关服务。 

五、 您了解此一同意书符合个人资料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之要求，且同意本会留存此同意

书，供日后取出查验。 

个人资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获知且已了解上述贵会告知事项。 

二、本人同意贵会于所列搜集目的之必要范围内，搜集、处理及利用本人之个人资料。 

立同意书人： 

中 华 民 国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