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台泰产业链结高峰论坛  报名表 
公司名称  统一编号  

地   址  

电   话  传真  Website  

联络 人  手机  E-mail  

参加者 
中文姓名 护照英文姓名 职 称 手机 

    

分论坛 □食品生技  □智慧城市  □纺织产业  □自动化  □智能制造 

报名及服务选择 

【航班信息】◆8/19(一)台湾桃园→泰国曼谷 (华航 CI831 09:25-12:10)  ◆ 8/23(五)泰国曼谷→台湾桃园 (华航 CI832 13:20-18:00) 

1. □全程参与(8/19-8/23 行程规划详如附件一、二)  

    ◎委托代办：□代订机票 (因机票订购时间及机位有差异，将由旅行社各别报价) 

          □代订会议饭店住宿 ((The Sukosol Hotel,会议住房项目价)  

                 请协助订：□单人房(2,800 泰铢/房) □双人房(3,000 泰铢/房)□升等房型另洽(□吸烟房□不吸烟房 ) 

                □代订其他饭店住宿 (房型差异，旅行社各别报价) 

                 请协助订：□单人房□双人房 (□吸烟房 □不吸烟房 ) 

    ◎自    办：□机票   □住宿 

2. □部分参与 (请圈选参与日期  8/19、8/20、8/21、8/22、8/23) 

    ◎委托代办：□代订机票(因机票订购时间及机位有差异，将由旅行社各别报价) 

                  去程：日期______ 班机________ 时间________  回程：日期______ 班机________ 时间_____ 

        □代订会议饭店住宿 ((The Sukosol Hotel,会议住房项目价)  

                 请协助订：□单人房(2,800 泰铢/房) □双人房(3,000 泰铢/房)□升等房型另洽(□吸烟房□不吸烟房 ) 

□代订其他饭店住宿 (房型差异，旅行社各别报价) 

请协助订：□单人房□双人房 (□吸烟房 □不吸烟房 ) 

    ◎自    办：□机票  □住宿 

3. 泰国签证：□委托代办(须备申请表、护照正本、身分证正反面复印件、二吋彩色白底大头照 1 张)  □自办 

4. □特殊需求说明                                                                             

说明：1.全程参与者，将协助统一安排交通接驳。 

    2.住房选择双人房者，请自行协调共宿对象；房型需求将协助提出，若满房依报名优先级以及饭店实际安排为主。 

       3.以会议项目价格入住会议饭店(The Sukosol Hotel)，将由台湾旅行社代收转付，泰铢折合新台币依个人付款日或刷 

卡日当日汇率换算。 

  主办 

  单位 

中华民国全国工业总会 

联系人：李杰恩 

TEL：(02)2703-3500 EXT154 

FAX：(02)2754-2895 

台北市复兴南路一段 390 号 12 楼 

E-mail：celi@cnfi.org.tw 

承办 

旅行社 

 

世界旅行社股份有限公司 

人员:彭婷琪小姐 

地址:台北市松江路 101 号 7 楼之 1 

TEL : 886-2-2515-2185 EXT 1136 

FAX: 886-2-2509-1892 

E-mail：alice61@worldwide.com.tw 

 



 

 

 

附件一、全程行程(规划) 
时间：2019 年 8 月 19 日(一)至 8 月 23 日(五) (会议时间 8 月 20 日) 

日期 内容 住宿 

第一天 

8 月 19 日 

(一) 

桃园第一航厦(TPE)泰国曼谷(BKK) 

华航 CI831 (09:25-12:10 ) 

搭机泰国首都曼谷，抵达后专车前往酒店 CHECK IN 

休息     

The Sukosol Hotel 

(477 Si Ayuthaya Road,Thanon 

Phayathai,Ratchathewi, 

Bangkok 10400, Thailand) 

 

 

第二天 

8 月 20 日 

（二） 

2019 台泰产业链结高峰论坛 (全天) 

地点：The Sukosol Hotel 2 楼会议室 

(议程行程规划详如附件二) 

第三天 

8 月 21 日 

（三） 

参访泰国东部经济走廊 EEC 及相关单位  

或  

参观「亚洲时尚生活产品展」 

 

第四天 

8 月 22 日 

（四） 

上午参访两仪集团  

 

下午参访壹集团 

 

第五天 

8 月 23 日 

（五） 

泰国曼谷(BKK) 桃园第一航厦(TPE) 

华航 CI832 (13:20-18:00) 

注：主办单位保留变更议程及活动之权利 
 

  



 

 

 

附件二、2019 台泰产业链结高峰论坛(规划) 

论坛时间  2019 年 8 月 20 日（星期二） 

论坛地点 泰国曼谷 The Sukosol Hotel 二楼会议室 

论坛议程 

主论坛大会(上午) 

时间 议程 

08:30-09:00 大会报到 

09:00-09:05 开幕式 

09:05-09:20 开幕致词 

09:20-09:30 成果 Review  

09:30-09:40 MOU 签署 

09:40-09:50  嘉宾合影 

09:50-10:10 茶叙 

10:10-11:30 专题演讲 

11:30-13:00 自助午餐。商谈 

分组论坛(下午) 

13:00-17:00 

分项论坛 

食品生技产业 

纺织产业 

智慧城市 

自动化 

议题交流 智能制造 

 

  



 

 

纺织产业分项论坛议程 

时间 Time 议程/行程 Agenda 讲者/主持人 Speakers / Hosts 

13:00~13:50 (1) 泰国投资管道与环境说明会 泰国投资局 

13:50-14:00 茶歇 
 

14:00~14:30 (2) 机能性纤维 新光合纤  (泰国) 

14:30~15:00 (3) 机能性材料母粒 德春公司  林水清董事长 

15:00~15:30 (4 ) 产业用工作服织造技术  台北翊利公司  陈进来 博士 

15:30~16:00 (5) 工作服经编布料介绍 甲乙织造公司  王景鹤 副总经理 

16:00~16:30 (6) 打造染整智能化工厂 流亚科技公司  胡守忠 副总经理 

16:30~17:00 (7) 商机媒合 纺织所 林王亮 工程师 

食品生技分项论坛议程 

时间 议程/行程 讲者/主持人  

13:00~14:00 

厂商介绍  

 特色角色 

 合作需求  

   1.智慧机械代表厂商 

   2.机能性素材代表厂商 

 (每家 5-10 分钟产品技术发

表)  

商机媒合 

主持人 Hosts:  

(泰)泰国食品院 代表 

(台)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谢孟璋 董事长 

14:00~14:20 茶叙 

食品副产物机能加值与创新合作研讨会 

14:20~14:30 开场致词 
(泰)泰国食品院 代表 

(台)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廖启成 所长 

14:30~15:50 食品副产物机能加值与创新 

(泰)泰国食品院 代表 

(台)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代表 

(泰)泰国科学技术研究院 代表 

(泰) 泰国坦亚布里皇家理工大学 代表 

15:50~17:00 

案例及经验交流 

 特色介绍 

 国际合作 

主持人： 

(泰)泰国食品院 代表 

(台)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 廖启成 所长 

泰国产业代表 

台湾产业代表 



 

智慧城市分项论坛议程 (一) 

时间 Time 议程/行程 Agenda 讲者/主持人 Speakers / Hosts (暂) 

13:00~13:15 活动开场/贵宾致词 

• Digital Economy Promotion 

Agency(DEPA)/Senior VP/ 

• Dr. Kasititorn Pooparadai 

• 经济部工业局 

• 资策会国际处处长黄琼雅 

13:15~13:20 贵宾合影 

13:20~13:40 <专题演讲>分享泰国智慧城市现况与需求 
泰国数字经济促进研究院(DEPA) 

Dr.Passakon Prathombutr 

13:40~13:50 
<专题演讲>台湾/泰国双边智慧交通与医疗产业

发展与合作需求 
资策会国际处(III) 

13:50~14:00 
<Q&A>智慧解决方案海外输出讨 

论题目确认中 

• 凌群计算机 

• 神通资科 

• 艾阳科技 

• Touch Technologies Co., LTd 

• THE KRUNGTHEP THANAKOM 

CO., LTD. 

• Synergy Technology Co., Ltd 

14:00 会议总结 

 

智能城市分项论坛议程(二) - 2019 全球系统整合商大会@泰国 (WSIC 2019@Thailand) 

时间 Time 议程/行程 Agenda 讲者/主持人 Speakers / Hosts (暂) 

13:30~14:00 活动报到 

14:00~14:15 活动开场/贵宾致词 
• 经济部工业局 

• 泰国物联网协会 

14:15~14:20 贵宾合影 

14:20~15:20 

<综合座谈> 

东协国家(ASEAN)及台湾智能应用趋势与未来展

望 

泰国物联网协会邀请之贵宾 

系统整合办公室邀请曾参与 WSIC 之贵宾 

(确认中) 

15:20~15:40 中场休息 

15:40~16:10 
<系统整合商机分享会> 

泰国智慧城市产业趋势与未来展望 

泰国物联网协会业者(预计 5 位，确认中) 

台湾资策会邀请之业者 

• 凌群计算机 

• 研扬计算机 

• 神通资科 

• 艾阳科技 

• Touch Technologies Co., LTd 

• THE KRUNGTHEP THANAKOM 

CO., LTD. 

• Synergy Technology Co., Ltd 

16:10~17:20 智慧城市发展-媒合座谈会 确认中 

17:20~17:50 会议总结 

 

自动化产业分项论坛议程 

时间 Time 议程/行程 Agenda 讲者/主持人 Speakers / Hosts 

13:00~13:10 
双方主持人致欢迎词 

Opening Remarks 

台方:ACMT 蔡铭宏 理事长  

泰方:TGI  Somwang Boonrakoharoen 院长 

13:10~13:50 
智能机器人系统整合应用合作及案例分享 

Application of smart robotics system 

integration. 

台方:东佑达自动化 叶吉禄 经理  

泰方:Thai Automation and Robotics 

Association/TARA(暂定)  



 

13:50~1430 

智能塑料射出系统整合应用合作及案例分

享 

Application of smart plastic injection system 

integration. 

台方:全利发机械厂 林忠宪 总经理(暂定) 

泰方:TTS Plastic, Mr. Lee Yung Chin, President 

14:30~14:50 茶歇 Tea Break 
 

14:50~15:30 

产线数字化/4.0 机联网应用合作及案例分

享 

Application of digitalization/4.0 M2M for 

production line 

台方:新汉智能系统 欧国伦 业务经理 

泰方:Witoon Wetchasit, Deputy Secretary General, 

TMA 

15:30~17:00 自由商谈 
 

 

智能制造 

时间 主题 主讲人 

13:00~13:10 贵宾/主持人致词 (待定) 

13:10~13:40 
场次一 

智库观点 

泰国「自动化」及「系统整合」政策与国际合作

经验 

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 

资深研究员/泰国发展研究院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落地相关议题 中华经济研究院 

13:40-14:40 

场次二 

实务经验 

分享 

拓展泰国「智能制造」商机 研华科技(泰国) 

展望泰国「智能制造」与 AI 应用商机 系统整合商 

导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系统整合商观点 系统整合商 

导入「智能制造」经验分享-需求者观点 泰国电子业者 

14:40~15:00 茶叙 

15:00~16:00 

综合座谈 

讨论议题： 

 台泰「智能制造与系统整合」合作商机与策略 

 导入解决方案至当地市场关键议题及其产业政策意涵(如

法规制度、投资诱因、人才培训等) 

 主持人：Dr. Saowaruj 

Rattanakhamfu 资深研究

员/泰国发展研究院 

 智库：中华经济研究院、

泰国发展研究院等 

 企业：台湾与泰国业者、

产业公协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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