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趨勢論壇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２樓會議室、1 樓舞台區 

 報名網址：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page/598  

  

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6 

(五) 

13:30

~ 

16:30 

2 樓 

第 1 會議室 
區塊鏈的現在進

行式及預見未來 

全球區塊鏈應用的潮已來襲，不只在虛擬貨幣或加

密貨幣掀起熱潮，企業的應用也風起雲湧 : 如教

育、金融領域、FinTech 應用、製造業應用、供應

鏈管理、供應鏈金融、電商及物流倉儲、數位化政

府、醫療應用、食品安全追蹤 (從農場到餐桌)、綠

能經濟...等。區塊鏈的多面向的應用將一步步的改

變我們的生活和商業模式，也會跟我們未來的智慧

生活息息相關。 

這一場論壇將為您剖析區塊鏈應用以及企業商機，

還有面臨的挑戰。千萬不要錯過這次和區塊鏈專家

們面對面共同探討的機會！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page/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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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議程： 

7/6(五)區塊鏈的現在進行式及預見未來 

時間 主題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40 主辦單位致詞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邱月香理事長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區塊鏈應用委員會徐

文暉主委 

13:40-14:10 
區塊鏈於紅利點數交換平台

之應用 

安資捷股份有限公司 

陳勇君 執行長 

14:10-14:40 教育與區塊鏈的共舞 
旭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康永華 總經理 

14:40-15:10 當物流遇上區塊鏈 
介宏資訊有限公司 

李建興 專案部經理 

15:10-15:20 休息時間 

15:20-15:50 
硬體加密模組(HSM)於區塊

鏈金鑰防護之應用 

亞利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王添龍 資安技術支援部經理 

15:50-16:20 企業區塊鏈的機會及挑戰 
台灣 IBM 公司 

徐文暉 技術長暨業務副總經理 

16:20-16:30 QA 及交流時間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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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6 

(五) 

13:30

~ 

16:30 

1 樓 

舞台區 

(大師數位講

堂) 

「邁向智慧製造

擘劃完整商業藍

圖暨實例分享」

交流會 

 

隨著全球產業快速變革下，製造業共同面臨了勞力

減少、成本上漲、產品和服務生命週期縮短、人才

短缺等難題，產業智慧化已成必然所趨。為協助臺

灣製造產業升級轉型，在經濟部工業局支持下，中

華軟協盤點智慧製造解決方案能量，從機台設備之

相關監控、資料收集系統到雲端、大數據分析，最

後結合產業顧問，組成產業智慧化跨領域服務團。 

在本次講座中，除邀請服務團團員以實務解決方案

進行分享，資誠企業管理顧問也將針對傳統製造業

如何評估並逐步導入智慧製造，協助企業升級轉型

做出具體建議。 

 論壇議程： 

7/6(五)「邁向智慧製造擘劃完整商業藍圖暨實例分享」交流會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4:00-14:30 報到  

14:30-14:40 主辦單位/執行單位致詞 

經濟部工業局 

中華軟協電子資訊 SIG  

沈柏延 團長 

14:40-14:50 智慧應用主題館相關活動說明 中華軟協 

14:50-15:20 
專題: 傳統製造業的數位化轉型

之路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洪家頌 協理 

15:20-15:30 工業 4.0 – 機連網的趨勢及應用 
科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王崧智 行銷經理 

15:30-15:40 加工機台智能預診系統介紹 
翔威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鄧姚文 技術長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http://www.servtech.com.tw/
http://www.shinewav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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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5:40-15:50 
智 慧 製 造 之 核 心 - 流 程 引

DrameMaker+ 

英特內軟體股份有限公司 

丁文喻 行銷長 

15:50-16:00 
工業 4.0IIOT 標準 OPC 簡介-淺

談 OPC 架構 

桂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文豪 業務工程師 

16:00-16:10 產線設備 AIOT 應用 
大同世界科技 軟體暨雲端應用中心  

吳東信 副理 

16:10-16:20 物聯網對產品創新與應用分享 
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黃俊維 專案經理 

16:20-16:30 Q&A  

16:30 

賦歸 

＊參訪建議：2018智慧生活軟體應用展-AIOT智慧應用主題館、「數位轉型 創新應用

館」智慧製造專區 

   

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6 

(五) 

09:00

~ 

12:00 

2 樓 

第 2 會議室 

「2018 資訊安

全發展趨勢研討

會」場次(一) 

面對一個以網路為基礎的數位化網路社會，資訊安

全已列為國家安全之重要環節，「資通安全管理法」

已正式實施，國家亦積極推動「五加二」產業創新

及「數位國家．創新經濟發展方案」等重要政策，

亟需國內優秀資安業者配合參與。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為聚焦臺灣資安廠商技術

研發實力，於 2018 智慧生活軟體應用展，成立「資

訊安全主題館」，展出內容精采可期，包含：資安

威脅情蒐研析、工控系統威脅分析、高效能雲端智

慧防火牆、主機代管防護服務、資安顧問諮詢、AI

智慧行動防護方案、資訊安全檢測服務、資安監控

與防護系統、資安實戰攻防演練中心等先進技術，

期能促進產官學研與資安用戶的跨界交流，帶動政

府及企業對臺灣資安技術的關注，掌握資安自主的

新契機！ 

7/6 

(五) 

14:00

~ 

17:00 

2 樓 

第 2 會議室 

「2018 資訊安

全發展趨勢研討

會」場次(二) 

7/9 

(一) 

09:00

~ 

12:00 

2 樓 

第 2 會議室 

「2018 資訊安

全發展趨勢研討

會」場次(三) 

7/9 

(一) 

14:00

~ 

17:00 

2 樓 

第 2 會議室 

「2018 資訊安

全發展趨勢研討

會」場次(四)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http://www.interinfo.com.tw/
https://gradingtw.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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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配「資訊安全主題館」展出內容，於世貿一館 2

樓舉辦「2018 資訊安全發展趨勢研討會」，邀集國

內外優秀資訊安全專家，分享 GDPR 歐盟通用資

料保護規則、人工智慧安全、資訊安全檢測、資料

保全防護、資料虛擬隔離、特權帳號管理、雲端桌

面安全、資安防禦應變、網路進階防護等資訊安全

解決方案與成功應用案例，提供與會者洞悉未來資

訊安全防護發展脈絡，期能促進供需雙方相互交

流！議程精采可期，機會難得，敬邀踴躍報名參

加！ 

   論壇議程： 

7/6(五)「2018 資訊安全發展趨勢研討會」場次(一)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09:10-10:00 
AI智慧_D.N.A. 全方位 

移動裝置防駭解決方案 

不二科技 Zimperium 

Vic Mankotia 副總經理 

10:00-10:50 
擁抱網路便利，同時擁抱駭客!?  

淺談資安心法與工具應用 

捕夢網數位科技有限公司 

陳建宏 資深專案經理 

10:50-11:10 休息與交流 

11:10-12:00 
企業如何因應 GDPR 歐盟通用資

料保護規則 

BSI英國標準協會台灣分公司 

謝君豪 營運長 

7/6(五)「2018 資訊安全發展趨勢研討會」場次(二)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辦單位致詞 

14:10-15:00 
舞動資安-完整資安防護 

就從網路健診開始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暨香港營運總部 

薄榮鋼 資深經理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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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0-16:00 
What’s Area DLP-虛擬隔離讓

資料防護既安全又方便！ 

優碩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陳品翰 產品技術經理 

16:00-16:10 休息與交流 

16:10-17:00 
企業 APT 攻擊的最後一道防線-

特權帳號管理(ANCHOR)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李志宏 技術長 

7/9(一)「2018 資訊安全發展趨勢研討會」場次(三)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08:30-09:00 報到 

09:00-09:10 主辦單位致詞 

09:10-10:00 
人工智慧資安創新加值 

經驗分享 

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 

葉建綸 副規劃師 

10:00-10:50 數位時代的資安威脅 
中華龍網股份有限公司 

孫建興 總經理 

10:50-11:10 休息與交流 

11:10-12:00 
共享經濟趨勢下，如何做好 

有效網管與資安防護 

合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暨香港營運總部 

丁弘培 資深經理 

7/9(一)「2018 資訊安全發展趨勢研討會」場次(四)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 

14:00-14:10 主辦單位致詞 

14:10-15:00 
你的隱私外洩了嗎? 

網路攝影機安全漏洞實例分享 

安華聯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劉作仁 技術服務處處長暨技術長 

15:10-16:00 
如何透過雲端桌面 

確保資訊安全進而提升效率 

寛橋有限公司 

廖志宇 資深經理 

16:00-16:10 休息與交流 

16:10-17:00 資安防禦新趨勢 
協志聯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陳德欽/ 資深經理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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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6 

(五) 

14:00

~ 

17:00 

2 樓 

第 3、4 會

議室 

107 年度創業座

談會 -創業新法

則=初衷 x 行動

力 x看見未來 

藉由辦理全長 4 個小時之論壇活動，分場次規劃

座談會或主題演講，邀請成功青年創業家分享豐富

經驗與實務案例，協助已創業或即將創業之業主，

除了解最新的國際趨勢資訊，更可透過專家的實務

分享，獲取最佳寶貴經驗。 

 

論壇議程： 

7/6(五) 107 年度創業座談會-創業新法則=初衷 x行動力 x看見未來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開放報到、進場 

14:00-14:05 引言 主持人 朱楚文 

14:05-14:15 貴賓致詞 

14:15-14:20 貴賓及講者合影 

14:20-15:00 
【初衷】運動也是一門

好生意 
艾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林慧倫 

15:00-15:40 
【行動力】用行動創造

先行優勢 
凱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策略長 王明崴(崴爺) 

15:40-15:45 休息時間 

15:45-16:50 

【創業新法則=初衷 x 行

動力 x 看見未來】與談

及 QA 時間 

主持人：朱楚文 

與談人： 

▓艾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林慧倫 

▓凱洛創新股份有限公司策略長 王明崴(崴爺) 

16:50~ 自由交流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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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6 

(五) 

14:00

~ 

17:00 

2 樓 

第 5 會議室 

基隆未來進行

式論壇  Smart 

Keelung Next 

Forum 

「打造智慧物聯網創新應用，推動基隆成為有感生

活場域」為主題，辦理智慧基隆物聯論壇，邀請相

關單位於論壇中說明其解決方案於基隆應用契機並

搭配一樓主題館進行生活場域情境介紹，並以此作

為基隆智慧港市應用發展整合計畫之目標宣示。 

  

論壇議程： 

7/6(五) 基隆未來進行式論壇 Smart Keelung Next Forum 

時間 議程 

13:30–13:50 入場 

13:50–14:00 影片欣賞/論壇開幕(貴賓合影) 

14:00–14:15 貴賓致詞 

14:15–14:45 專題演講 1 基隆未來進行式 

14:45–15:00 茶點、休息 

15:00–15:30 專題演講 2 智慧建築 

15:30–16:00 專題演講 3 智慧交通 活化海洋市港動能 

16:00–16:30 專題演講 4 智能眼鏡緊急救災救護解決方案 

   

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9 

(一) 

11:00

~ 

13:00 

1 樓 

舞台區 

(大師數位講

堂) 

「智慧製造導

入 AI 應用趨勢

-中小型製造業

供應鏈」交流研

討會 

目前台灣產業以中小企業為主，勞動力占全國就業

人口近八成，但生產仍以「師徒相承」的法則為主，

然而台灣中小型製造業正面臨成熟的智慧科技發展

的拉力與未來逐步進入高齡人口老化而造成勞動人

口遞減的阻力，而善用數位化（IT）技術協助工廠智

慧化，是未來不得不要走的路。 

深究 AI精髓，與各國致力推動的製造業政策，其實

並無二致，皆以「智慧化」為主軸，意即以自動化

為基礎，運用物聯網、智慧機器人、大數據等技術，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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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智慧製造及智慧服務。智慧製造大致具有四大

特徵：以智慧工廠為載體，以關鍵製造環節的智慧

化為核心，以端到端數據流為基礎，和以網通互聯

為支撐。本次會議將輔助業者如何向政府機關提案，

為新創公司爭取到補助，重點在於解決製造廠商與

供應鏈如中心廠與衛星廠或產業供應鏈實際面臨問

題的問題，共同打造智能製造工業 4.0。 

 論壇議程： 

7/9(一)「智慧製造導入 AI應用趨勢-中小型製造業供應鏈」交流研討會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0:30-11:00 報到 

11:00-11:15 
國際半導體協會智慧製造主題

規劃介紹 

國際半導體產業協會 SEMI 

林惠姿 會務拓展暨會員服務 副理 

11:15-11:30 產業公協會(二) 台灣電路板協會 

11:30-11:45 
智慧型 AOI即時銅離子偵測及

反傳導式類神經網路系統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電光系統所 梁明侃博士 

11:45-12:00 企業用自主學習監控系統 

英屬開曼群島商盾心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台灣分公司 

陳東延 業務發展協理 

12:00-12:15 環安可以 hen AI 
威煦軟體開發有限公司 

董軒宇 執行長 

12:15-12:30 工業 4.0-智慧數位分身 
皮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黃家祚 技術經理 

12:30-12:40 
推動中小型製造業供應鏈 AI應

用-計畫輔助說明 
經濟部工業局 

12:40-12:50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12:50 ＊媒合交流會：2018 智慧生活軟體應用展-AIOT 智慧應用主題館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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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9 

(一) 

13:30

~ 

16:30 

1 樓 

舞台區 

(大師數位講

堂) 

AIoT大合體智

慧服務大躍進

研討會 

2018 智慧生活軟體應用展透過主題式的分區，將消

費者生活中各種面向的資訊應用產品完整呈現，並

透過豐富多元的趨勢分享，提高大眾對台灣軟體產

業多樣化且具創新性的解決方案之了解，更能提高

業者知名度，打造軟體應用的 MIT 品牌。 

AIoT 大合體智慧服務大躍進研討會以智慧服務為

主軸，廣邀服務類型企業參加，議程安排專題演講，

進行需求產業推動智慧服務目標及參展廠商 AI 解

決方案實例分享，並於會後邀請現場企業引導至

AIoT 智慧應用主題館進行 B2B 活動。 

 論壇議程： 

7/9(一) AIoT大合體智慧服務大躍進研討會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00-13:30 報到  

13:30-13:50 
AI 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推動

說明與介紹 

AI大數據智慧應用促進會 

張榮貴 會長 

13:50-14:20 導入 AI應用實際案例分享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客戶關係服務處 

童惠霖 副總經理 

14:20-14:40 
新世代智能管理-SMIS 智慧資

訊管理 

宏碁資訊服務有限公司 

謝宗翰 技術顧問  

14:40-15:00 2018 次世代感知行銷大解密 
紅點移動科技有限公司 

周怡蓁 總監 

15:00-15:20 遠距醫療照護視訊服務平台 
昱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功瑾 副總 

15:20-15:40 用遊戲化+AR 創造旅遊樂趣多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張景嵐 產品經理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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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5:40-16:00  程曦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6:00-16:20 
全球化市場下的 Marketing AI

發展趨勢 

優愛德股份有限公司 

張天豪 總經理 

16:10-16:20 物聯網對產品創新與應用分享 
海量數位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黃俊維 專案經理 

16:20-16:30 Q&A 

16:30 賦歸 

    

日期 時段 會議室 趨勢論壇 論壇說明 

7/9 

(一) 

14:00

~ 

17:00 

2 樓 

第 3、4 會

議室 

【 跨 境 時 代 

再創中小企業

電商新經濟】研

討會 

全球電子商務的興起，雖然電商市場在國內銷售屢

創佳績，但多數企業仍希冀能重返國際市場，故許

多中小企業的經營者紛紛跨洋出海，推展國際市場，

藉由數位行銷販售創新產品，在電商紅海中建立自

有品牌和市場忠誠度，期建立「跨境」電子商務的

『貿易』時代，成為啟動臺灣下一波經濟奇蹟。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推動「中小企業拓展新南向市場

計畫」，為厚植中小企業跨國行銷實力、培育企業運

用國際網路多元行銷、訓練自主營運與實戰能力，

引領臺灣中小企業成功佈建海外通路，打開國際市

場。 

本計畫辦理此次【跨境時代 再創中小企業電商新經

濟】研討會，邀請國際跨境平台業者、社群行銷平

台業者、跨境有成等專家蒞臨，期藉由專題分享有

效擴散海外行銷的知識技巧，並透過研討與實務經

驗交流，協助企業拓展新知、提升開拓海外電商市

場的能量，鼓勵臺灣中小企業積極拓銷新南向市場，

創造新商機。 

本活動邀請知名跨境電子商務業者如 KPMG、

Amazon 等與會分享電子商務未來國際趨勢，希冀

以大帶小的模式，引領臺灣有志進行網路拓銷的中

小企業前進國際，並藉由講者分享找出屬於臺灣中

小企業獨有的藍海策略。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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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壇議程： 

7/9(一)【跨境時代 再創中小企業電商新經濟】研討會 

時間 議程 主講人 

13:30-14:00 報到及領取資料 

14:00-14:10 主辦單位致詞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吳明機處長 

14:10-14:20 貴賓致詞 
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中華民國無店面零售商業同業公會 

14:20-15:05 
布局下一代貿易鏈- 

跨境電商帶動新趨勢 

亞馬遜全球開店台灣區 

林惠君 總經理 

15:05-15:45 跨境及創新商務趨勢及挑戰 
KPMG 安侯建業網路暨電子商務服務團隊 

吳趙仁 營運長 

15:45-16:00 休息及交流時間 

16:00-16:45 跨境市場開發實戰攻略 「一起出來玩」創辦人 李伯彥 

16:45-17:00 自由交流/賦歸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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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講堂 

 地點：台北世貿一館 A 區會場舞台區/大師數位講堂區 

 報名網址：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digit_lecture 

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講師 

7/6(五) 14:30-16:30  「邁向智慧製造擘劃完整商業藍圖暨實例分享」交流會 

7/7(六) 

11:00-11:50  
直播電商的黃金 76 秒 

創意點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 陸意志 

12:00-12:50  優訊軟體科技有限公司風險控管部風控長 林虹廷 

13:00-13:50  
直播電商新時代 你準備好了嗎？ 

創意點子數位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 陸意志 

14:00-14:50  
2018 次世代感知行銷大解密 

紅點移動科技有限公司總監 周怡蓁 

15:00-15:50  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何毅夫  

16:00-16:50  
人機溝通有撇步 - AI 對話式介面設計漫談 

行動開發課程總監 鐘祥仁 

7/8(日) 11:00-11:50  
臺北智慧城 SMART TAIPEI 

台北智慧城市專案辦公室主任 李鎮宇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digit_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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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課程主題/講師 

13:00-13:50  
人工智慧技術革命與發展歷程 

中華民國人工智慧學會理事長  許輝煌 

14:00-14:50  
AI 智慧_D.N.A. 全方位移動裝置防駭解決方案 

不二科技 Zimperium 副總經理 Vic Mankotia 

15:00-15:50  
資安走向 AI 的下一步棋 

資策會資安科技研究所組長 邱之崧 

16:00-16:50  
萬物聯網時代，你們家的連網設備安全嗎？ 

安華聯網  劉建宗/處長暨研發長 &梁萬利/管理師 

7/9(一) 
11:00-13:00  「智慧製造導入 AI 應用趨勢-中小型製造業供應鏈」交流研討會 

13:30-17:00  「AIoT大合體  智慧服務大躍進」研討會 

※大會保有調整的權利，如因講師異動或變更議題，將不另通知，敬請見。  

※報名資訊：  

1.欲報名各主題講堂者，請於 7/5(四 )前完成線上報名。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  

2.若報名資料與提供之身分證不相符者，視同無效，將無法兌領課程

券，請正確填寫。  

3.報到方式：請於 2018/7/6 (五 )-7/9(一 )展覽期間，至台北世貿一

館「大會服務台」，出示會員本人身分證正本，用條碼

機比對無誤後即可領取【課程券】，並憑此券於所預約

之講堂時段開始 15 分鐘前至講堂現場報到。  

4.課程券不代表入場券，須憑展覽門票入場。  

5.課程券非本人請勿代領，課程券遺失恕不補發。  

6.主辦單位不會預先寄實體券給您，也不需列印任何憑證。  

7.每場次預約名額有限，如線上報名額滿，請於課程開始前 20 分鐘

入場至講堂現場候補。  

8.一旦預約場次成功，請勿再修改場次，感謝您的配合。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
https://cloud-fair.top-link.com.tw/tick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