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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經濟部為協助擴大電子資訊外商在台營運價值與國際地位，

由經濟部工業局於 1997 年集結電子資訊外商在台採購部門

成立「IPO 聯誼會 (IPO Forum)」，並自 2012 年起推動 IPO 

Awards轉型，由以往資訊硬體採購（Procurement）關係，轉

為共創商機的夥伴關係（Partnership），更由硬體技術力的深

化延伸至應用、軟實力之提升，拓展在軟性價值、綠色節能、

創新應用等領域，擴大在臺的投資與技術合作，帶動臺灣產業

之合作機會。

IPO Forum目標主要為促進電子資訊外商與國內廠商研發、

投資、產銷及技術合作，共同深耕臺灣產業發展，主要會員包

括 HP、Apple、Google、Dell、NVIDIA、IBM、Facebook、

Sony、Qualcomm、NEC、Panasonic等知名美、日、歐等國

際大廠，總計超過 80家電子資訊領域外商在台研發、採購或運

營分公司或部門。

關於IPO聯誼會
About IPO Forum



3順應全球商業模式改變，雲端、物聯網、人工智慧等成為全球

企業關注議題，當各行各業都是科技業，AI成為全球轉型解方，

該如何加速臺灣企業轉型之路？ 面臨產業不升級就淘汰的殊死

戰，臺灣除發展數位科技與技術外，必須懂得站在巨人的肩膀

上，共創在地智慧模式，才能開創永續臺灣。

IPO Forum成立 22年來，作為國際大廠在臺灣合作的重要管

道，協助外商在台深耕，串連產業布局與合作。而 2019年 IPO 

Forum 將規模擴大為「International Partner Day 國際夥伴

日」，透過「議題式分享與多元策展」，包含實體論壇、外商

應用合作展示、新創策展等多元活動，展現外商在台創新與耕

耘之技術與成果，以此創造實際接觸點，促進外商與臺灣企業

之交流。

關於2019
國際夥伴日
About 2019 
International Partner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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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場論壇「共創，在地智慧」

時間 議程 講者 /主持人

0900-0940 報到入場

0940-0945 貴賓致詞 林俊秀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組長

0945-0950 貴賓引言 蕭國坤

IPO Forum會長暨 HP總經理

0950-1020 專題演講一：

智能世代下的人才戰略

利啟正

Google Taiwan行銷副總經理

1020-1050 專題演講二 : 
智慧賦能打造生態圈

許仲言

台灣 IBM 公司 雲端運算暨
認知軟體事業部總經理

1050-1110 TEA BREAK

1110-1200 交流座談 : 
創新動能建構台灣競爭力

主持人 : 
黃亦筠

天下雜誌主筆

與談人 :
利啟正

Google Taiwan行銷副總經理

許仲言

台灣 IBM公司雲端運算暨
認知軟體事業部總經理

徐宏民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1200-1300 LUNCH TIME

論壇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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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場論壇「創新 , 永續臺灣」

時間 議程 講者 /主持人

1300-1335 報到入場

1335-1340 貴賓致詞 林俊秀

經濟部工業局電子資訊組組長

1340-1410 專題演講一：

Industrial AI-Deep 
Learning and Beyond

蕭怡祺

NVIDIA 業務協理

1410-1440 專題演講二 : 
創新浪潮下的循環經濟

戴令徽

Dell 全球環境事務部門亞太區
最高主管

1440-1500 TEA BREAK  

1500-1600 交流座談 : 
智慧商機與應用

主持人 : 
鍾張涵

天下雜誌資深撰述

與談人 :
蕭怡祺

NVIDIA 業務協理

戴令徽

Dell 全球環境事務部門亞太區
最高主管

溫麗琪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

研究中心主任

1600-1620 會後交流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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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賓介紹

利啟正
Google Taiwan行銷副總經理

現任 Google 台灣香港行銷副總經理，
負責搜尋、影音、行動、硬體、廣告等

產品與品牌行銷。於資訊界服務二十

年，在品牌管理、行銷策略、公共關

係、線上廣告、網路 /通路 /整合 /產品
行銷等領域擁有豐富經驗，並曾服務於 
Apple、Accenture、IBM 等跨國企業。
曾獲得 2013年 MVP 經理人及多項大獎
肯定，並四度獲選廣告雜誌台灣區年度

十大行銷個案。

Richard 擁有美國史丹佛大學國際政治
經濟碩士，以及台灣大學圖書資訊學士

學位。

許仲言
台灣 IBM公司雲端運算暨
認知軟體事業部總經理

於 2016年起擔任台灣 IBM 公司雲端運
算事業部總經理，負責擬定 IBM 雲端平
台策略，打造完整雲端生態體系，同時

協助既有系統中介軟體客戶轉型至認知

運算平台，推動 IBM Bluemix 成為市場
首選雲端平台。在金融服務、資訊科技、

系統建置服務領域之銷售與領導管理皆

有多年經驗，專精於企業轉型策略、創

新專案整合與推動。曾獲得 IBM 2015
年「大中華區最佳業務經理人」、台灣 
IBM 「價值典範獎」等榮譽獎項。

許仲言先生擁有政治大學經濟學士學

位，與英國西敏大學國際經濟碩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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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亦筠
天下雜誌主筆

在臺灣，英國求學，大學唸文學，研

究所念文化研究，曾任職廣告公司，

政府機關，加入天下雜誌後 ,才開始學
會看財報，也一頭栽入產經新聞的世

界 . 曾跑過房地產，鋼鐵，交通 , 汽車
產業，目前主跑科技產業，也偶爾跨

出台灣，到歐美，韓國，日本，東南

亞，為讀者帶回第一手國際經濟報導 . 
最大願望，就是帶著讀者從台灣走向

廣大的世界 . 找到自己介入世界的方
式，曾獲 SOPA 亞洲卓越新聞獎，卓
越新聞國際報導獎等。

徐宏民
台灣大學資訊工程系教授

徐宏民（Winston Hsu）現任台大資工
系教授及 NVIDIA AI Lab計畫主持人。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電機博士，專精於機

器學習、大規模影像視訊搜尋與辨識。

為訊連科技研發團隊創始成員，曾任

IBM華生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美國微
軟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十餘年產學合作

及新創經驗，近年與國內外企業合作，

協助成立深度學習（人工智慧）團隊。

曾獲傑出資訊人才獎、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等國內外大獎。



8

蕭怡祺
NVIDIA
業務協理

致力於打造臺灣 AI產業生態系的講者蕭
怡祺 (Ethan Hsiao)，自 2006年加入平
行運算技術領導廠商 NVIDIA後，服務
過眾多知名跨國品牌 /製造客戶，領域
囊括電腦、行動裝置、高效能 HPC、及
自動駕駛等。完整資歷使其對於 AI垂直
產業生態系及其應用瞭若指掌。

有著國內首屈一指清華大學科技 MBA
的教育背景，講者學以致用，擅長業務

拓展及客戶關係管理。自詡為 AI傳教士
的他，仍堅持在產業數位轉型的道路上

持續努力。

戴令徽
Dell 全球環境事務亞太區

最高主管

戴令徽 (Vivian) 現任戴爾科技集團全球
環境事務亞太區 (含日本 )的最高主管，
負責確保亞洲各市場的產品製造皆符合

環境規範及集團策略。同時與政府及主

要利益相關團體等單位密切互動，影響

全球性及區域性的環境相關標準及政策

制定。Vivian是產品管理、環境政策與
風險管理、綠色供應鏈管理、環境經濟

及專案管理專家。對於符合環境保護策

略及端對端產品設計相關之環保活動，

從規劃到執行均累積豐富經驗。

Vivian 擁有台灣大學農業化學學士學位
及哈佛大學環境風險管理碩士學位。

貴賓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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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張涵
天下雜誌
資深撰述

12歲因外公一席話以記者為志業。大學
念中國文學，研究所讀文化研究、媒體

識讀。期許兼備觀察家之眼、史學家之

筆、文學家的關懷及法家精神，做真相

探索者、世界探照燈與時代瞭望哨。 新
聞路線橫跨總體經濟、兩岸財經、證券，

深耕科技及產業新聞。工作之餘熱愛閱

讀、旅遊。

溫麗琪
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

研究中心主任

目前任職於中華經濟研究院綠色經濟研

究中心主任，曾擔任WTO中心副執行
長及國際經濟所研究員，經濟部推動綠

色貿易專案辦公室副執行長。

溫麗琪博士擅長理論與實務分析，研究

領域包括環境政策的經濟分析、企業永

續發展以及WTO貿易與環境談判，低
碳經濟與循環經濟，並曾榮獲中央社

2008年的台灣企管類十大潛力人物獎。
為「環境保護的成本效益分析－理論、

方法及應用」一書的作者，以及「法律

經濟學」一書的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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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創生態系 透過外商與臺灣企業創新與耕耘之成果展

現，看臺灣企業如何與國際大廠共生共

好，不僅加速技術科技的成長幅度，更是

打開邁向世界的視野與機會。

01
HP : 
HP 3D 列印解决方案顛覆製造

02
Oculus ╳ 闇橡科技 : 
VR虛擬實境 ╳ Surreal Education

03
NVIDIA ╳ Adlink: 
從端到雲 ╳ AI邊緣運算

04
NVIDIA ╳ Advantech: 
人工智慧 ╳ 邊緣應用

05
NVIDIA ╳ 台灣智駕 : 
自動駕駛 ╳ 未來應用

06
Dell : 
創新浪潮下的循環經濟

07
IBM ╳ AsiaAnalytics : 
認知計算 ╳ 精準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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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應用
╳ 

新創未來式

由 NVIDIA、Microsoft 等國際大廠培
育之臺灣新創團隊，讓臺灣的新創能量

被世界看見，更透過智慧應用的成果案

例，展現臺灣新創團隊如何站在巨人的

肩膀上，借力使力扶植成長。

01
AdvCloud 智慧雲端 : 
AI預測維護系統

02
AI4quant 艾泉資訊 : 
AI-ECG心房顫動預測、瑕疵檢測、虛擬量測、 機器手臂

03
Ficus Data汎思數據 : 
客製化晶片設計與金融創新服務

04
 Incubit 日商因可比特 : 
客製化影像辨識開發

05
Kapito Inc.開必拓數據 : 
AI 瑕疵檢測解決方案

06
Memorence 憶象：
提升生產品質與效率之智能辨識與學習系統

07
NADI System 新視域科技 : 
3D高端可視化操作中央管理系統、人工智慧演算法整合平台

08
Robust鈞銳鋒投資  : 
人工智慧應用

09
Skywatch 行品 : 
Smart manufacturing

10
Smasoft 偲倢科技 : 
SmaSEQ 自動化人工智慧平台

11
Wishing-Soft 威煦軟體 : 
環安雲 -企業環安衛風險控管平台

12
ZH-AOI 智合科技 : 
3D遠距防偽人臉解鎖 , 人形偵測 , 奈米物件篩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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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創於 1939 年，惠普公司 (HP Inc.) 是全
球領先的列印和個人系統技術公司。通過印

表機、個人電腦、移動設備、解決方案和服

務，惠普的使命是創造妙不可言的科技新體

驗。3D列印技術是推動全行業數位化轉型，
即第四次工業革命的一個重要驅動因素。惠

普是全球生產工業級塑膠和金屬 3D 列印的
領先解決方案供應商。惠普 Jet Fusion 3D
列印解決方案具備高速度、高品質、低成本

及可靠性強的特點。

學習與市場和辦公室相關聯英文單字。

我們透過 VR 虛擬實境特色將文字視覺圖像
化來加深英文單字學習。想成為英文單字

達人嗎？現在，只要在 VR 虛擬實境中就可
以瞬間移動到熱鬧的市場或是辦公室工作環

境，接者依照英文說明提示尋找相關連之英

文單字，並在有限的時間找到答案完成闖

關，就可以練習英文與加深學習印象並成為

英文單字高手哦！

HP 3D列印解决方案顛覆製造

VR虛擬實境 ╳ Surreal Education

01

02

應用方案介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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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運算的浪潮之下，邊緣節點被賦予運

算、通訊能力，可即時進行資料分析，與

節點、雲端伺服器共享商業智能，應用橫

跨智慧製造、智慧零售、智慧交通、智慧監

控、智慧物流。深植於嵌入式市場的凌華科

技將展示其產品使用 NVIDIA 繪圖處理器與
Jetson 人工智慧運算平台，為邊緣運算下
提供繪圖處理器平行加速，促進產業升級。

邊緣智慧與高效能運算，將是落實 AI 應用
的最後一哩路，除了 GPU 伺服器外，研華
以硬體系統開發能力為基礎，加入 NVIDIA 
Jetson™ 技術生態圈，成功打造 Jetson™
硬體平台的邊緣端運算電腦平台 MIC-AI 系
列一高效能、低功耗的邊緣端運算工業電腦

平台，完整呈現研華在 AI 人工智慧硬體平
台解決方案。研華將與 NVIDIA 持續合作深
入產業，共同實現從端到雲加速運算的 AI
藍圖，搶攻人工智慧邊緣運算於智慧城市監

控、智慧製造、智慧農業等市場應用領域。

從端到雲  ╳ AI 邊緣運算

人工智慧  ╳ 邊緣應用

04

03

╳

╳

AI NVR Smart Cities AOI in Manufacturing

MIC-710IVA
Jetson Nano™

MIC-720AI
Jetson™ TX2

MIC-730AI
Jetson AGX Xavier™ 

Advantech AIoT Solutions
Bringing AI to the Edge

Leading EDGE COMPU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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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智慧駕駛股份有限公司之第一輛國產化

自動駕駛巴士，車上螢幕播放內容為自駕巴

士兩大功能，包含即時 lidar localization
與本公司開發之 camera 與 lidar fusion 之
object detection 功能，另透過影片展現本
公司自駕巴士航點追蹤功能於 vector map
測試模擬之畫面。

自動駕駛  ╳ 未來應用

05

╳

應用方案介紹

需求推動戴爾科技集團透過科技促進人類進

步。因此永續經營一直以來都是戴爾科技集

團所有業務的核心價值。

我們瞭解世界面臨迫切的社會和環境挑戰。

然而，我們明白光是專注於我們的直接影響

是不夠的。還必須在所有業務中推動改變。

我們在整個供應鏈和作業程序中推動多項標

準。我們的產品和服務協助客戶提高生產

力、減少浪費，並有效使用資源。同時仍持

續創新，讓世界變得更美好。

回收— 這是戴爾科技集團業務的一部分。

創新浪潮下的循環經濟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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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析數 - 為專業數據分析及人工智慧解決
方案廠商。本次展出之 iCAP™平台整合 IBM 
Watson Explorer 及 SPSS Modeler，支持
端到端、自然語言處理、文本分析，結合資

料探勘、機器學習及人工智慧等認知運算科

技，整併梳理各產業之訊息、匯集內外部資

訊、開放資料及市場調研成果等，提升客戶

資料資產價值，進而協助企業快速探索資料

及發掘洞察以供營運規劃及決策制定使用。

認知計算 ╳ 精準決策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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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團隊介紹

成立於 2014 年，由人工智慧工程
師、系統開發夥伴與學界專家所

組成，專為製造業打造 AI 預測維
護系統，透過演算法分析與預測

出零件失效機率、零件壽命、更

換權重等，可搭配擴增實境顯示

運用在專家系統，提供維修人員

快速找到故障問題、提升維修品

質及效率、減少企業維護成本及

訓練時間。

業務窗口 :
劉小姐

job@advcloud.com.tw

www.advcloud.com.tw

公司專注於提供 AI 醫療及智慧製
造的相關解決方案，預計透過這

次國際夥伴日，找到更多合作廠

商的計畫案。我們團隊的優勢是

擁有許多優秀的 AI 人才、豐富的
產業經驗與學界研發能量，提供

客戶創新的服務。創辦人 Jason
有拿過美國 predictive model 專
利，有從事 AI相關 12年的經驗。

業務窗口 :
Bill Chuang 莊文彬
tettwwoobb@gmail.com
Steve Chen 陳振傑
stevessschen@gmail.com

ai4quant.com

AdvCloud 
智慧雲端

AI4quant
艾泉資訊

01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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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於 2018 年 ,致力於發展金融
科技所需之核心技術 , 提供在金融
創新服務、軟硬體系統開發、人

工智慧與大數據分析等各面向專

業知識、技能與實務經驗。核心

研發團隊囊括金融科技管理規劃、

晶片系統開發設計、資料科學家與

演算法研發等專業人員。藉由跨

領域人才與技術整合 , 提出客製化
晶片設計、優化流程與解決方案。

業務窗口 :
鄭宗宜

allen@ficusdata.com

www.ficusdata.com

總部設立於日本東京，為客製化影

像辨識開發公司。專注於將影像辨

識實際應用於解決產業內的問題，

並創造新商業價值。提供由諮詢至

系統開發的一貫服務，目前已將影

像辨識服務導入許多產業，包含農

業：作物成熟度辨識、採收機器人、

災害防治：地圖解析、建築與土木

工程 :建築外觀維護、金融 :字元
辨識、製造 :瑕疵檢測。

業務窗口 :
Chris Kuo
info@incubit.co.jp

incubit.jp

Ficus  Data
汎思數據

Incubit
日商因可比特

03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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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必拓數據專注於提供智慧製造

的 AI 方案，目前在檢測應用上有
很多成功的案例。我們重視工業

中機器視覺以及數據分析的部分，

並且客製化不同產業、生產過程

所需要的 AI 方案，讓業主達到減
少人力、 改善良率、去化次品的
優化。

業務窗口 :
Riccardo
riccardo@kapito.io

www.fastable.ai

Memorence AI是人工智慧公司，
我們為企業客戶提供智能視覺學

習與辨識系統。目標是創造用戶

端快速的學習與辨識系統，以有

效提升生產品質與效率。目前產

品與服務為視覺 AI 軟體 ( 包含標
記與學習 ) 和客製化設計服務。用
戶包含如智慧工廠，和健康醫療

產業，並持續拓展不同領域應用。

業務窗口 :
蕭百亨

paiheng.hsiao@memorence.com
游小玓

yhyu@memorence.com

www.memorence.com

新創團隊介紹

Kapito Inc.
開必拓數據

Memorence
憶象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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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bust

成立於 2017 年，NADI 是高端可
視化操作中央管理系統（OCMS）
以及工業 4.0可視化管理系統的領
先製造商，結合 BIM、GIS並整合
客戶多個子系統，例如 ERP、監
視系統，通過 3D 視覺化、VR、
AR，令客戶能以最直覺的方式進
行監控與管理，目前已在智慧工

廠、智慧機房、智慧電廠、智慧

機場與智慧城市等領域擁有實績，

客戶遍及臺灣、新加坡與中國。

業務窗口 :
瞿澄 Annie
annie.chu@nadisystem.com

nadisystem.com

團隊提供人工智慧應用的服務。

主要強項為案例場域分析，資料

處理、分析、模型設計及訓練，

亦能提供嵌入式系統開發服務。

特別是能根據需求做客製化的專

案開發，並以需求導向來提供合

適的解決方案。

業務窗口 :
簡志峰

phon0318@gmail.com

NADI System
新視域科技

Robust
鈞銳鋒投資07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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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watch 是 英 業 達 (2356) 和
臺灣網路攝影機第一大廠晶睿通

訊 (3454) 轉投資的 AIoT 人工
智慧物聯網團隊。核心能力在

於設計、開發、與提供人工智

慧 (AI) 及 物 聯 網 (IoT) 之 平 台
與服務 ,Skywatch 人工智慧產
品 , 除了已經與電信商合作在雲
端 (Cloud) 提供之外 , 也已經提
供給世界級的一流工廠 , 進行端 
(Edge) 的應用。

業務窗口 :
楊吉評

jp.yang@skywatch24.com

www.skywatch24.com

Smasoft 專注於自動化軟件的設
計，開發和銷售。集成自動化解

決方案，以滿足客戶多種需求。

與不同設備具有不同軟件和語言

的傳統生產線不同，產品提供簡

單上手排程功能，更整合 AI 人工
智慧，與其他獨立設備相比，提

供許多優勢，並提高生產性能。

贏得了自動化團隊，機器製造商

和生產線客戶的青睞。

業務窗口 :
陳青煒 Jesse
jesse.chen@smasoft.com.tw
李宜潔 EJ
ej.lee@smasoft.com.tw

smasoft-tech.com

新創團隊介紹

Skywatch
行品

Smasoft
偲倢科技0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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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煦的環安雲是一個專為環境安

全衛生管理（ESH）設計的雲端
智能管理平台，內含各種模組（法

規鑑別、風險評估、化學品管理

等等），用以解決企業在 ESH 管
理上遇到的各種難題，其模組化

的設計與 Open API 的架構，讓
系統可以適用在不同的產業與規

模，並可跟既有的各種解決方案整

合 ( 例 如 IoT、ERP、Third part 
solution)。2019 年威煦更成功入
選台灣第一屆微軟新創加速器。

業務窗口 :
李後宏

eter@wishingsoft.com

www.wishingsoft.com

智合科技專注於在影像微測距的影

像測量系統多年，為工業界與相關

急需產業升級的產業，提供一條

龍客製化設計服務。採用深度學

習、AOI技術，進行物件評估，並
藉由嵌入式系統進行軟硬體整合，

增加執行效能與有效降低成本。

專注於大數據，協助企業將產出

經驗值數據化，從大數據收集、

建立 AI 模型，再找出資料的規律
進行模型訓練，協助企業提昇經

營成效。

業務窗口 :
李忠軒

aken@zh-aoi.com

www.zh-aoi.com

Wishing-Soft
威煦軟體

ZH-AOI
智合科技1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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