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APEC 跨域創新生態系國際論壇
2021 APEC Cross- Domain Innovation Ecosystem Forum

數位化與平台經濟的興起，快速地改變公司進行商務活動的
模式。而在多變的國際貿易之下，中小企業的發展已來到轉
折點，須透過數位化與創新協力打造永續營商環境。
奠基於 2016-2019 年之網實整合系列倡議、2019 年城鄉創生
倡議、以及我國對加速跨域創新與合作業已做出的努力，去
(109)年我國與菲律賓共同於 APEC 提出「APEC 跨域創新生
態系倡議–透過跨 APEC 區域數位平台促進中小企業包容性
成 長 」 (2021 APEC Cross-Domain Innovation Ecosystem
Initiative–Facilitate the Inclusive Growth of SMEs Through
the Digital Platform Across the APEC Region)，並獲得 10
APEC 會員體的共同支持，包含馬來西亞、菲律賓、美國、
韓國、日本等。
承前述，推動數位化成為中小企業升級至轉型重要的創新驅
動力，與關鍵成功因素，包含：提供數位解決方案服務終端
使用者，建立數位接觸管道與商業模式，導入數位化系統與
平台，進而整合垂直和水平價值鏈的產業成員，建立一跨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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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態體系等。而本次的國際線上論壇，即擬提供一國際化
的數位平台，促使來自 APEC 各會員體之各界的代表，就前
述議題進行交流，並進行最佳實踐案例的講演與展示。
------

活動資訊
 活動日期：2021年8月25日(三) 9:40－17:30
 活動形式：線上論壇與為期一個月的線上虛擬展覽(8月25
日至9月24日)
 報名網址：https://apec-cdie-forum-2021.com.tw/

邀請對象
中小企業、新創團隊、政府部門人員、駐臺代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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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議程
司儀開場

09:40-09:50

Opening by the host
貴賓合照

09:50-10:00
10:00-10:10

Group Photo
【開幕致詞】Opening remarks


陳正祺 政務次長 / 經濟部



Blesila A. Lantayona 次長 / 菲律賓貿工部區域行動組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10:10-10:50



簡禎富 教授 / 國立清華大學 工業工程及工程管理學系



Rafaelita M. Aldaba 次長/ 菲律賓貿工部競爭力及創新組

【政策對話】Policy Dialogue
在疫後復甦以及數位經濟時代中，跨域創新數位平台發展的機會與挑戰，
透過產官學研等利害關係人之討論，展望未來發展趨勢
主持人 Moderator

11:00-12:10

呂曜志 副校長 / 臺北海洋科技大學

與談人(5 位) 5 Panelists


賴宏誌 策略長 /國立臺灣大學智慧生活科技整合與創新研究中心



廖泰翔 局長 / 高雄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胡均立 教授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經營管理研究所



黃怡穎 董事長特助 / 台中精機廠股份有限公司



陳建宗 副總經理 / 合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午餐&觀展互動

12:10-13:20

Lunch & Exhibition
【鏈結跨域創新生態系，數位創新攜手共好】
Linking cross-domain innovation system; Facilitating digital innovation for the inclusive future
由國內外多家典範企業來分享如何在不同領域企業中，共同攜手激盪創新合作，帶動改變並
找出問題與機會，探討「建構數位平台」、「整合跨域人才」、「攜手前進國際」三大主題，
以跨域創新合作實戰經驗，迎向跨域商機、邁向包容性成長。
Many benchmarking enterprises are to share how to promote innovative collaboration, drive
changes and find problems as well as opportunities of different sectors. The session is also to
explore topics of “Establishing digital platform”, “integrating cross-domain talents”, and
“collaborating for internationalization.” It is expected to explore cross-domai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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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inclusive growth through practices of cross-domain innovation collaborations.

論壇子題一：建構數位平台，鏈結國際能量
Topic 1: Establishing digital platform, providing international
opportunities
主持人 Moderator

13:20-14:40

何明彥 投資長 /臺灣創意工場

與談人(5 位) Panelists (5)


Raffy Vicente / ShippingCart常務董事 / QuadX,菲律賓



何明哲 總經理 / 統振股份有限公司



何偉光 執行長 / 醫電數位轉型股份有限公司



林俊慧 執行長 / 歐加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孫和翊 執行長 / 肚肚科技公司
中場休息

14:40-14:45

Break
論壇子題二：整合跨域人才，推進協同創新
Topic 2: Integrating cross-domain talents, promoting joint innovation
主持人 Moderator


蔡惠婷 副教授 /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

與談人(5 位) Panelists (5)
14:45-16:05



Sansanee Huabsomboon 執行長/ 商業創新中心，泰國國家科學
與科技發展署



鍾文雄 人資長 /一零四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社團法人中華
人力資源管理協會常務顧問



賴志煌 院長 / 國立清華大學工學院



陳思正 人資長 / 智崴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粘清旻 總經理 / 豐動車輛拆解事業有限公司
中場休息

16:05-16:10

Bre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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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子題三：跨業以大帶小，攜手前進國際
Topic 3: Go global, large enterprises to assist small enterprises in the
cross-domain contexts
主持人 Moderator

16:10-17:30

連勇智 所長 / 國立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

與談人(5 位) Panelists (5)


Dominiq Danzel 總經理/ 菲律賓Gawin.PH



黃和成 技術長 / 新漢智能系統股份有限公司



謝孟晃 副總經理 / 鈺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陳偉誠 執行長 / 盛發生物科技



王樑華 執行長 / 維亞娛樂股份有限公司



王斌鶴 創意總監 / 創夏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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