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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年前，《天下雜誌》創辦了「天下經濟論壇」，
每年匯集 500 位全球政經、產業意見領袖及各領域
專家學者，共商台灣及亞洲的未來。

為了更聚焦產業轉型問題，2013 年起增辦夏季場，
期盼為台灣的社會、企業與個人的未來，找到出路。

2018 年，亞洲企業面臨傳承與創新接軌的挑戰。百
年家族如何傳承與創新，新世代如何掌握未來？台
灣，又將有哪些機會與挑戰？

我們十分歡迎各界菁英，匯聚台北，集思廣益，貢
獻卓見，聚集力量。

對美好社會的嚮往與追求，是《天下雜誌》、相信
也是大家恆久努力的方向。

大會主席的話

天下雜誌群董事長

《天下雜誌》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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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景 與 使 命

2010 年起，《天下雜誌》創辦了「天下經濟論壇」
(CWEF)，每年匯聚 500 位菁英，匯聚台北，期盼
搭起全球一流企業、亞洲智庫與台灣決策者交流平
台，共同商議亞洲的未來。

2013 年起舉辦夏季場 (CWEF SUMMER)，從兩岸、
東協、未來製造與生活，到傳承與轉型，在在直指
當下企業核心痛點，期盼為台灣社會、企業、與個
人共同找到出路。

提升台灣
在亞洲能見
度、影響力
與關係網絡

提出具有

亞洲觀點的

新發展模式

致力提供

促進美好而

公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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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壇 主 軸

2018 年，亞洲企業面臨傳承與創新接軌的挑戰。新
世代如何掌握未來，百年家族如何傳承？

全球科技產業正在典範移轉，AI、物聯網全面顛覆
產業。如何使用與突破，掌握典範轉型的最佳契
機？企業家族如何跨代傳承，走出典範之路？變動
時代同時誕生新領袖，《天下》與各界菁英共同嚴
選未來領袖打造新未來。

新科技、新時代、新傳承、跨代菁英無縫交流。
2018「天下經濟論壇」夏季場，聚焦亞洲新未來，
為您搭起對話的平台，一同找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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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對話

創新與轉型的對話
老企業如何創造全球新流行 ?

電動車的綠色大浪來襲，徹底顛覆舊典範容易嗎？

擁抱新科技又深耕舊優勢，全球競爭力新祕方

專題演講

台灣產業 AI 化：如何跨出第一步？
一年 7500 個 AI 人才大軍如何培育 ?
如何讓台灣成為 AI 產業的聚落 ?

專題論壇 1

資本與新科技的碰撞
亞洲頂尖併購律師暨國家創投董事 
串起台灣和矽谷的 " 新一代 " 與 " 創一代 "

金融創投新星
解讀全球最火區塊鏈與虛擬貨幣新機會

中國創業割喉戰贏家
台灣創業家如何科技創新，掌握中美日創投的心 ? 

專題論壇 2

未來生活   產業接軌
鴻海之子創業
如何以大數據新科技，協助台灣產業升級 ?

科技分析師，如何顛覆傳統旅遊業，打造新面貌
騰訊超級金雞母如何開創電競娛樂新藍海 ?  

專題論壇 3

跨代衝撞   接班新典範
中台灣最大企業家族，馬拉松式接班學
經營之神外甥孫創業新傳奇   為何花 15 年做跨代接班？
傳承、財富規畫雙併進，富過三代有可能嗎？

議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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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上午場

08:30 - 08:40 開場與開幕影片

08:40 - 08:50
主辦單位致詞
致詞人 吳迎春 《天下雜誌》社長

08:50 - 10:10

主題對話：創新與轉型的對話
主持人 劉鏡清  資誠創新整合公司董事長

與談人 杜綉珍  巨大集團董事長

          戴　謙  台灣中油公司董事長

          杜書伍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

10:10 - 10:30 Coffee Break

10:30 - 11:50

專題論壇 1：資本與新科技的碰撞
主持人 吳迎春 《天下雜誌》社長

與談人 黃日燦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胡一天  源鉑資本創辦人暨執行長

          謝耀輝  活動通創辦人

11:50 - 13:10 午餐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9

議 程

下午場

13:10 - 13:30
專題演講：台灣產業AI化：如何跨出第一步？

主講人 陳昇瑋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

13:30 - 14:50

專題論壇 2：未來生活   產業接軌

主持人 吳琬瑜  《天下雜誌》總編輯

與談人 張宗堯  訊能集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鄭兆剛  亞洲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
                              暨執行長

          蘇志立  拳頭遊戲商務負責人

14:50 - 15:10 Coffee Break

15:10 - 16:30

專題論壇 3：跨代衝撞   接班新典範

主持人 呂國禎 《天下雜誌》副總主筆

與談人 林廷芳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劉惠珍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李玉秋  中國信託銀行個人金融執行長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10

劉鏡清  Paul Liu

杜綉珍  Bonnie Tu

資誠創新整合公司董事長

巨大集團董事長

投身企管顧問及資訊顧問行業超過 20 年，專長於

策略管理、流程改善、資訊策略規劃、全球整合、

ERP、SCM、產品創新、成本取出及銷售等議題。

曾任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總經理及大中

華區供應鏈顧問服務負責人。率領近 500 人顧問團

隊，熟知大中華地區客戶業務轉型改善、流程轉型

及全球化等議題。

1978 年加入巨大至今，協助巨大成為上市公司，並

主導集團營運及全球財務策略。2008 年創立全球唯

一專屬女性的自行車品牌 Liv。杜綉珍致力於推動

女性自行車運動的發展，希望提升女性在自行車產

業中的能見度。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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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   謙  Chein Tai

杜書伍  Evans Tu

台灣中油公司董事長

聯強國際集團總裁兼執行長

肩負領導台灣中油公司能源轉型之責，讓台灣能源

龍頭企業朝潔淨能源及石化高值化多元發展；2018

轉型關鍵啟動年，投入建構智慧綠能加油站，尋找

未來智慧城鎮的發展途徑及共生模式。

1974 年畢業於交通大學計算與控制系，被喻為「台

灣資訊產業開拓史十大關鍵人物」之一。

30 餘年來將聯強國際發展成為亞太第一大、全球

第三大資通訊電子通路集團。2016 年獲《哈佛商

業評論》評選為「台灣執行長 50 強」。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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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日燦  Jack J.T. Huang

胡一天  Thomas Hu

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
台杉投資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源鉑資本創辦人暨執行長

跨國律師生涯近 40 年，曾在美國與香港執業，並

深根台灣，專精企業併購、跨國投資、證券金融、

私募及創投基金、科技產業法律事務等等，為大中

華地區資深企業併購律師，對國際性家族企業的治

理及投資架構亦有豐富經驗。

專注區塊鏈與金融科技新創投資。曾任香港中華開

發資本國際 (CDIB Capital) 高收益融資業務的共同

創辦人兼首席分析師，從事槓桿收購融資和亞太區

私募債權投資，紐約 Epoch Investment Partners

並負責亞洲股市投資和量化價值投資策略研究。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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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耀輝  John Sie  

陳昇瑋  Sheng Wei Chen  

活動通創辦人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執行長

謝耀輝是「活動通 Accupass」和「活动行」當前

亞洲活動量及用戶最多的活動 SaaS 平台創辦人。

活動通獲得中美日創投包括高通、DCM、軟銀賽富

投資，2017 年完成 A+ 輪，此輪包括日本 Recruit 

In. 騰訊、UrWork 參與投資。謝耀輝為台灣科技大

學資管系傑出校友。

陳昇瑋為台灣資料科學協會理事長、中央研究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研究員暨資料洞察實驗室主持人，專

精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計算社會科學及多媒體

系統等，在人工智慧的產業應用上持續有代表性的

研究創見。

論 壇 貴 賓



14

吳琬瑜 Sara Wu

張宗堯  Michael Chang

《天下雜誌》總編輯

訊能集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曾任《天下雜誌》記者、副總編輯，2014年擔任《天

下雜誌》總編輯，4 年多來榮獲國內外超過 40 座

新聞獎項，包括金鼎獎、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

等國內外重要獎項。畢業於東吳社會系、社會學研

究所、台大 EMBA 商學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

亞所訪問學人。

張宗堯為科學家與創業家，致力於 AI 與大數

據的商業應用，曾獲邀為比爾蓋茲的年度選書

《The Master Algorithm》 作 序；2016 年 時

創立 Synergies，2018 年獲選為富士康工業互

聯網的 AI 合作夥伴。此前亦創立華爾街首家

應用大數據在避險策略的資產管理公司，並登

上《Traders》雜誌封面，亦是台灣首位登上

《Nature Methods》期刊封面共同第一作者。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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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兆剛  CK CHENG

蘇志立  Philip So

亞洲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執行長

拳頭遊戲商務負責人

曾 任 里 昂 證 券 (CLSA) 科 技 研 究 部 總 監，

AsiaTech Ventures、Stern Stewart & Co 等創

投及財管顧問公司，在 .com 泡沫後針對亞洲

科技與網路發展 15 年的產業分析經驗。擁有交

通大學電子工程系與法國巴黎高等商學院 (HEC 

Paris) 商業管理學位。

蘇志立是全球知名電競遊戲《英雄聯盟》開發

商 、「拳頭遊戲」(Riot Games) 大中華區商務

拓展與媒體發展業務負責人。在進入「拳頭遊

戲」前，曾任職 21 世紀福斯集團娛樂媒體部門

長達 6 年，擔任香港總部企業發展高級總監，

負責亞洲併購業務。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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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國禎 Kuo Chen Lu

林廷芳 Tim F. Lin

《天下雜誌》副總主筆

勤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三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天下雜誌》企業傳承系列報導負責人，長年主跑

台灣石化、鋼鐵、水泥、紡織等傳統產業。關心台

灣環境永續、土地正義等議題，曾獲亞洲 SOPA 及

台灣的吳舜文、卓越、曾虛白等各大新聞獎項。

中台灣勤美家族接班人，從工程師做起並兼任勤

美監察人，30 多年的接班馬拉松經歷，熟稔勤美

集團鑄鐵、生活與地產三大事業，結合經營上市

櫃公司經驗，讓三聯科技在台灣半導體特用品有

一席之地。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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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惠珍 Jane Liu

李玉秋 Albert Lee 

大瓏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國信託銀行個人金融執行長

來自王永慶家族，劉董事長不靠舅公，靠自己勇氣

創業。

生根台灣製造並深耕國際醫療市場，在醫療器材電

燒刀的全球市占率高達 25%，是當今世界第一大供

應商。她在 15 年前就開始進行傳承規畫，積極培

育接班團隊，讓世代交替與企業永續兩者兼顧。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系畢業，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

校比較法學碩士。自美商花旗銀行臺北分行儲備幹

部做起，1990 年即任職於美商美林證券臺灣分公

司，2002 年調任香港擔任美商美林證券私人客戶

部亞太區負責人，2007 年又調任台灣區執行長兼

主席。

2009 年離開美林後，陸續擔任香港野村國際財富

管理部門、英國基金公司創利德亞洲團隊等顧問。

2013 年 11 月加入中國信託銀行至今。現職中國信

託銀行個人金融執行長，負責督導財富管理、境外

私人銀行、支付及消費金融等業務。

論 壇 貴 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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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1981 年創刊，《天下》取名自「天下為公」，代
表對一個美好社會的嚮往與追求。

《紐約時報》曾專文報導：《天下雜誌》是反映台
灣成長的一面鏡子，也是台灣最有影響力的雜誌。

一開始，《天下》便以「有人文關懷的財經雜誌」，
在台灣造成暢銷轟動，也是台灣首度以嚴謹的態
度，推廣經濟新聞的雜誌。

不僅記錄台灣經濟的起飛、企業的起落、制度的變
革、成長的痛苦，更在關鍵時刻，代表中產階級對
社會變革提出批判、反省。

開創台灣「2000 大企業」、「天下企業公民獎」
等調查，更結合影像，推出「環境台灣」、「海闊
天空」、「志氣」等報導紀錄片。

For a Better Society

https://topic.cw.com.tw/journey35/teaser.html
https://topic.cw.com.tw/journey35/tea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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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引介國際管理大師新思潮，探討台灣轉型、協助接
軌全球新視野，為台灣在世界前進的潮流中找到定
位。

由於言論公正客觀，報導深入淺出，以及觀念領
先，創刊至今獲得包括「亞洲卓越新聞獎」(SOPA) 
、「金鼎獎」、「卓越新聞獎」等超過 200 座國際
及國內大獎。

未來，《天下雜誌》也會以積極、前瞻、放眼天下
的態度，專業的新聞報導，為美好公平的社會，持
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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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網站成立於 1996 年，為華文媒體跨足網路的
先驅。

因應數位發展趨勢， 2015 推出天下每日報 APP 與
電子報，超過 60 萬人下載訂閱。2017 年領先業界
推出「天下全閱讀」數位訂閱服務，觀念領先一手
掌握。

天下雜誌群數位註冊會員超過 150 萬人，是華文世
界中，最優質的知識社群。2009 年在臉書成立的
天下雜誌粉絲團人數，目前已超過 132 萬人，為台
灣最具影響力的財經媒體粉絲團。

www.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天下網站與數位內容

https://www.cw.com.tw
https://www.cw.com.tw
https://www.cw.com.tw


21

2007 年《天下雜誌》正式推出「天下雜誌英文網」，
成為台灣第一個有英文網站的財經雜誌。10 年來，
持續以深度、完整的報導，將台灣企業、產業與政
經社會的故事，推向國際。 

從在地中小企業，到台灣世界級企業；從產業趨勢
第一手解析，到台灣政經社會發展；「天下雜誌英
文網」致力用英文，說台灣的故事，讓世界看見台灣。

english.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Taiwan'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News Media

https://english.cw.com.tw/
https://english.cw.com.tw/
https://english.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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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319 鄉鎮旅行發起者。相信美好台灣的嚮往與
追求，需要聚集從土地長出來的微笑力量。

2005 年與 3,000 家符合「友善、乾淨、品味、特色、
幸福感」的微笑聯盟，共同分享台灣 368 個鄉鎮市
區正在發生的故事。

2012–2017 年，推出「雲端護照 APP」與「旅行
明信片 APP」。2018 年網站全新改版，成為「旅
行與生活共創平台」，持續推薦在地人情物意與生
活方式。

歷經 17 年，產品現已橫跨《微笑季刊》、數位內容、
影音、社群、實體活動，發掘更多台灣限定的旅行體。

www.319.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把台灣推向美麗

http://smiletaiwan.cw.com.tw/
http://smiletaiwan.cw.com.tw/
http://smiletaiwan.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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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於 2013 年 1 月 1 日推出「獨立評論
@ 天下」網站，期望在嘈雜的時代，發出最冷靜的
聲音，打造多元思考與理性論辯的公共空間。我們
相信，多元與平等是民主社會與自由媒體最重要的
底蘊。 

這些獨特聲音聚集在「獨立評論 @ 天下」，只為了
成全一個素樸的願景：在這資訊爆炸卻人云亦云的
年代，我們邀請您一同擁抱多元的世界觀，與認真
思考的心靈碰觸，以理性真誠的態度，面對眼前的
紛雜變動，看見這座島嶼獨特的價值與人文關懷。

opinion.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擁抱多元觀點  未來正在發聲

https://opinion.cw.com.tw/
https://opinion.cw.com.tw/
https://opinion.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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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日線」成立於 2015 年 6 月 1 日。 我們希望以
知識性及開放性兼具的方式，打造一個更貼近讀
者，聚焦國際大小事的新媒體平台。 

「換日線」集結了分別旅居世界各地、超過 110 個
城市的 200 多位固定作者。他們多數來自台灣（以
及其他 12 個不同國家），具有不同專業、不同背
景，分別以文字、影音、數位專輯、現場活動等不
同媒介，分享他們獨特的經驗與觀點；並在全球各
個角落，針對不同的大小議題，帶來他們第一手的
觀察與評析。

crossing.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最貼近你的國際視野

https://www.cw.com.tw/blog/index.action
https://www.cw.com.tw/blog/index.action
https://www.cw.com.tw/blog/index.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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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 年，《天下》率先提倡企業社會責任 CSR 的
觀念。20 多年來，CSR 逐漸受到重視，成為企業
成長的第二曲線。呼應趨勢，《天下》在 2017 年
成立「CSR@ 天下」網站，除了持續介紹最前瞻的
趨勢觀點，也搭建起 CSR 交流平台，期望提升台
灣企業價值，打造更美好的社會。

響應美好社會提案，請見「CSR@ 天下」網址 
csr.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台灣最具影響力 CSR 交流平台

https://csr.cw.com.tw
https://csr.cw.com.tw
https://csr.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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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城市 @ 天下」是《天下》於 2018 年推出的
全新智慧科技與設計交流平台。

我們相信，規模比鄉里大，效率比國家高的「城
市」，是新科技和社會設計發酵的最理想單位。

但城市該怎麼設計，才能讓人幸福？

透過報導智慧城市、社會設計、專家洞察，我們期
望成為一個提供市民、企業和政府單位對話的平
台，尋找在城市幸福生活的所有可能性。

futurecity.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聚焦最新科技和設計的智慧城市交流平台

https://futurecity.cw.com.tw
https://futurecity.cw.com.tw
https://futurecity.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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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創新學院成立於 2014 年，為台灣最大的企業
經理人行動學習平台。

當未知成為日常，創新學院做為企業主管與工作者
的學習夥伴，每週提供最即時精準的全球財經、科
技趨勢與管理新知，透過細心規劃的音頻、影音與
文字課程，在繁忙工作同時滿足自主學習、成長卓
越的需求。

因應經理人的作息，編輯團隊每週精選五堂學員專
屬重要的財經、科技與管理課程，並在每週一、三
清晨，寄送財經週報與管理週報，提供會員們隨時
利用零碎時間的微學習。

目前，已有超過 40 家標竿企業、9 萬位經理人，
成為天下創新學院的學習夥伴。

www.leadercampus.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台灣最大的數位學習平台

https://www.leadercampus.com.tw/
https://www.leadercampus.com.tw/
https://www.leadercampus.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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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持續出版雜誌以掌握時代脈搏的同時，《天下雜
誌》也開始針對影響台灣的重要人物以及關鍵事
件，以書籍的型式做深度的紀錄。展望未來，秉持
著「閱讀，讓台灣看得見」的理念，持續出版好書。
包括龍應台《天長地久》、黃育徵《循環經濟》、
以及顏擇雅《最低的水果摘完之後》等好書，豐富
大眾的視野與心靈，希望促進能力提升、典範轉
移，創造華人社會的最佳可能。

天下雜誌簡介

For Better Ideas and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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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於 2002 年夏天成立「天下雜誌教育
基金會」，希望用熱情點燃社會對教育的參與，用
行動實踐教育改革的理想，承接每年以教育議題關
懷台灣的教育特刊模式，發揮媒體的力量幫助台灣
向外看，不僅借鏡國際教育改革的經驗，幫助台灣
向內整合教育資源，搭建溝通橋樑，帶動台灣關注
社會的角落，重視教育的力量。

2004 年起，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結合多家標竿企
業，共同啟動「希望閱讀」計劃，認養 200 所偏遠
國中小學，推動閱讀。期盼藉由推廣閱讀的習慣，
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基礎。

reading.cw.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用閱讀，為孩子搭起一座希望之橋

http://reading.cw.com.tw
http://reading.cw.com.tw
http://reading.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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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金融控股 ( 股 ) 公司成立於 2002 年 5 月

17 日，企業總部設於臺灣臺北市，全球員工人數

約 27,000 人，旗下子公司之營運業務涵蓋：包括

銀行、保險、證券、投信、創投、資產管理、保全、

彩券等業務。中國信託金控主要子公司中國信託銀

行在臺灣共有 150 家分行，110 處海外分支機構，

為臺灣最國際化的金融機構。

為提供客戶全球性及更便利的金融服務，中國信託

金控旗下子公司中國信託銀行於 2014 年收購日本

東京之星銀行（The Tokyo Star Bank, Ltd.），為日

本銀行首度被外資銀行併購的先例，並於 2017 年

7 月完成泰國 LH Financial Group Public Company 

策 略 夥 伴

臺灣第一、亞洲領先，成為最值得信賴的金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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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夥 伴

Limited（簡稱「LHFG 金融集團」）35.6% 股權交

割案，創下臺資銀行首宗參股泰國金融機構的紀

錄。此外，為擴大保險事業規模，中國信託金控於

2015 年取得台灣人壽 100% 股權，未來將秉持「We 

are family」的品牌精神，以「誠信、創新、專業、

團隊、關懷」的核心價值觀，「守護與創造」的企

業使命，打造「臺灣第一、亞洲領先」的領導品牌，

期許成為治理最佳、客戶與股東心目中最值得信賴

的金融服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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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誠 (PwC Taiwan) 係 PwC 全球聯盟組織在台灣之

聯盟所 , 秉持「營造社會誠信，解決重要問題」的

使命，堅守品質與誠信，提供企業與公部門重大議

題的解決方案。資誠全球聯盟組織遍佈 158 個國

家 , 計有逾 236,000 名專業人員在世界各地致力於

提供高品質的審計、稅務及顧問諮詢服務。 

在台灣，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偕同策略合作夥伴

( 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資誠企管顧問公司、資誠

永續發展服務公司、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司、資誠

稅務諮詢顧問公司、資誠創新整合公司、普華國際

不動產顧問公司、資誠智能風險管理諮詢公司、資

策 略 夥 伴

營造社會誠信 解決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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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夥 伴

誠人資管理顧問公司 )，於全台 8 個服務據點提供

客戶服務 , 員工人數合計超過 2,800 位。更多資訊

請洽資誠網站 www.pwc.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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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夥 伴

台灣人工智慧學校是由財團法人科技生態發展公益

基金會及台灣資料科學協會主辦，委託財團法人人

工智慧科技基金會執行，並獲六家企業先後捐助：

台塑企業、奇美實業、英業達集團、義隆電子、聯

發科技及友達光電，定位為台灣產業 AI 人的軍校。

鑑於人工智慧的迅速發展，加上台灣產業長久以來，

深受高階人才短缺的問題所困擾，甚至成為產業發

展、升級的障礙。我們希望打破被技術殖民的慣性，

讓「找不到人才」不再成為企業發展人工智慧的障

礙，同時建立「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的文化，為

產業發展帶來無窮機會

台灣產業 AI 化的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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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夥 伴

我們集結了台灣產官學界的力量與專業師資，提供

最理想的學習環境，希望透過 4 個月的密集培訓，

培育更多人工智慧高階人才，期待每年為台灣培育

6000 名的 AI 專業人才，協助台灣產業 AI 化。未來

讓各領域的專業人才，以人工智慧加上原本的專業知

識，協助各產業解決問題，為產業升級帶來新動力。

我們期望本校的校友們，未來無論在產業界、學術

界、或是自行創業，都能在社會各角落，利用他們

所學，協助台灣在人工智慧技術及應用上全面升級，

幫助我們擁有更美好的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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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以來，台灣中油公司穩定供應國內所需油氣能

源，帶動石化相關工業發展，使台灣經濟飛躍成

長、民生繁榮，深受肯定。近 20 年，隨著國內油

品市場全面自由化，台灣中油公司為鞏固經營優

勢、厚植競爭實力，除精簡人力、致力組織再造之

外，也不斷探詢降低生產成本方式，追求企業化經

營；積極尋求與國際大油公司合作的機會，拓展上

游探勘及石化、行銷通路，期能擴大業務範疇，走

向國際市場，成為涵蓋探勘、油氣、石化、高科技

的具競爭力綜合性國際能源集團，持續為國人提供

高效率、高品質的能源服務。

而在追求營利之時，台灣中油公司持續善盡企業社

會責任，對於廠區周邊的環境保護尤不遺餘力，

策 略 夥 伴

穩定能源供應 提供多元服務 追求永續發展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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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略 夥 伴

除了嚴格遵守法規，更致力於精進各項汙染防治設

備，採用最新科技及時監測，以維護周邊環保生態

及生活品質。台灣中油公司深耕本業，擔任國內潔

淨能源的主要生產與供應者之外，也致力於創造

「環境保護」、「經濟發展」與「社會關懷」三贏

局面。

2017 年肯定與榮耀
連續 13 年蟬聯《管理雜誌》消費者心目中理想品
牌加油站第 1 名

連續 17 年蟬聯《讀者文摘》信譽品牌白金獎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氣候領袖獎》

TCSA 台灣企業永續獎《台灣 TOP50 企業永續報告
獎》能源產業金獎

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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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AR 係蘇格蘭蓋爾古語「琥珀」之意，南投酒

廠氣候溫暖宜人更有中央山脈純淨無汙染之水源，

極適合威士忌生產及陳年，故特在當地建立麥芽威

士忌工場，並堅持非冷凝過濾工法及不添加焦糖色

素，南投酒廠單一麥芽威士忌，以「琥珀心，台灣

情」，傳達原有的風土香氣，以及琥珀略帶金黃的

色澤。

台灣菸酒公司 2013 年 10 月首度推出單桶限量之

原桶強度麥芽威士忌，並以蘊含台灣風土特色的熱

帶水果香氣深受威士忌愛好者好評，OMAR 單一麥

芽威士忌自 2014 年起參加 ISC、SFWSC、MMA、

IWSC、WWA 及 CMB Spirits Selection 等多項國際

酒類競賽，狂奪數十面獎牌，其中囊括威士忌界

贊 助 夥 伴

追求卓越品質 傳承與創新最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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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 助 夥 伴

公認最難得獎的麥芽狂人競賽日常飲用類的至尊贏

家、最佳雪莉桶、最佳波本桶等多項大賞，及布魯

塞爾國際烈酒競賽的特級金牌獎。

台灣是世界知名的水果王國，南投更是有「水果之

鄉」美稱。南投酒廠藉著地利優勢產製各種享譽世

界的水果酒，並據以研發出世界首創、富有熱帶水

果香氣的荔枝酒桶、梅子酒桶及葡萄酒桶等風味桶

威士忌，徹底善用台灣在地的風土特色，走出屬於

南投酒廠自己的威士忌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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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夥 伴

IC 之音 ‧ 竹科廣播成立於 2002 年，是由服務於新竹科學園區的
科技菁英，秉持「我在乎 ‧ 我能夠 ‧ 我改變」的理念，為提升
社會向上、向善的正面力量，創辦「以公益為目標」的商業性電台。

在廣播金鐘獎，評選電台整體表現的大獎「專業頻道獎」中，IC
之音是全國唯一 3 度獲獎的廣播電台，創下空前紀錄！ IC 之音期
待與聽眾分享人文內涵和優質輕鬆音樂，及科技、財經、產業最
新資訊，同時反思科技對環境、社會的影響；進而將正面的心靈
價值推及全台灣，以至全球華人世界。 

《ETtoday 新聞雲》從 2016 年 9 月連續 8 個月勇奪新聞網站觸及
率第一名，觸及人數達 1,260 萬人，相當於全台灣 1,556 萬的上
網人口中，有超過 80% 的人都曾造訪過 ET 網站。同時，《ETtoday
新聞雲》榮獲《數位時代》Google 2016 年「前瞻性大獎」等。
新的 Slogan 則改為「Today is my day」，期望展現正面積極的
態度，讓天天瀏覽《ETtoday 新聞雲》網站的每個人，都能感受
到團隊的年輕活力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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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夥 伴

全新的 MSN 透過跟 APP 與網站的結合，協助品牌呈現跨螢幕的
與消費者產生高關聯的對話。

主動察覺消費者日常生活的需要 , 提供實用的工具。整合了微軟
所提供的雲端服務並且串聯社交網站，提供前所未有的便利服務。

MSN 聚集所有頂尖的網路內容出版商，使內容達到空前絕後的深
度與廣度。

正確 正夯 正能量的最正新聞台

2018 年三立 iNEWS，打造財經、政治、國際，重點要聞的大平台。

沒有瑣碎的監視器新聞、沒有羶色腥的小社會事件、沒有政治紛
爭的口水，三立 iNEWS 提供一整天最重要、最正確的國內外大事。

發揮新聞正能量，觀察財經趨勢，理性討論公共政策，探討全球
化下的台灣動向。

晚間黃金 7 小時檔檔有特色，財經趨勢，國內要聞，全球脈動，
選戰內幕，減少重複的新聞資訊，給您專業深入的閱聽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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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 體 夥 伴

Oath 是 Verizon 威訊通訊旗下的子公司，致力於建立讓人們喜愛
的品牌。我們在全球擁有超過 10 億用戶，提供包括 Yahoo 等逾
50 個媒體、科技與廣告產品品牌。作為全球數位行動領導者，
Oath 正在重新定義媒體的未來。

在台灣，我們持續以 Yahoo 奇摩為品牌；作為全台跨螢到達率最
高的網路平台，串連 Oath 母公司國際媒體資源，由「Yahoo 奇
摩新聞」提供多元即時的頭條新聞、國際焦點、政經動態、體育、
娛樂生活等熱門資訊 。

新浪網是服務於中國及全球華人社群的領先線上媒體公司，包括
門戶網站新浪網 (SINA.com)、移動門戶和移動應用提供方手機新
浪網 (SINA.cn)，是大陸最具影響力的媒體門戶之一；微博 (Weibo.
com) 是大陸應用最廣的社交網路之一，是最主流的資訊分享及傳
播平臺。在台灣致力於推進新浪及微博各項產品及服務的落地，
同時也協助台灣的機構及品牌對大陸市場的行銷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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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唯一對全區播出的全新聞廣播頻道，提供快速即時、角度多
元之新聞報導，在國內具有相當影響力，收聽群眾以社會中堅人
士為主。中廣新聞網除專業經營廣播新聞之外，兼具有通訊社功
能，所製發之新聞文字訊息，同步傳送給國內二十餘個入口網站、
電信業者及「中廣新聞爆」APP 等多媒體平台刊佈利用。

華人之眼 世界之窗

中央通訊社（The Central News Agency，簡稱中央社）於民國
13 年 4 月 1 日在廣州成立，是中華民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
的新聞通訊社。民國 85 年改制為「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定位
為國家通訊社，肩負國際傳播的重任。

中央社專業新聞團隊秉持「正確、領先、客觀、翔實」的基本原則，
每天以中、英、西、日四種語言即時對外發出上千則的新聞與資
訊，是台灣唯一多語言新聞平台；海外採訪網絡與布局穩居國內
媒體之首，充分掌握全球脈動。

堅持專業，追求卓越，中央社未來仍會持續努力，善盡「媒體中
的媒體」角色，擴大台灣的國際能見度與影響力。



44

媒 體 夥 伴

東森財經新聞台定頻於 57 頻道，為東森媒體家族頻道之一，也是
台灣著名的財經專業頻道，其財經節目型態多元且多次榮獲金鐘
獎肯定。東森媒體集團積極拓展海外市場，目前在全球 45 個國家
成功落地，2012 年 6 月更率先台灣媒體正式落地大陸福建平潭，
成為台灣唯一在大陸合法落地的傳播媒體。

世界日報創立於 1976 年，以「服務北美華人、宣揚中華文化」為
宗旨，是美國最大也最具影響力的華文報紙。

世界日報的業務含概美國主要城市，在紐約、洛杉磯、舊金山等
三地設有分社，致力扮演讀者、社區與政府間的橋樑。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於 1998 年 7 月 1 日正式成立，公共電
視頻道也同日開播。公共電視的使命在提供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
作為一個獨立自主經營、不受商業及政治力量干預的媒體，公視
提供多元而優質的節目、以創新及有趣的內容提升公民的思辨能
力，期望成為代表台灣價值且有影響力的優質媒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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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發行量最高，也是中港台以外最大的華文日報。發行網
絡遍蓋全馬、汶萊、泰南以及印尼的加里曼丹。另外，在印尼及
柬埔寨，也出版這兩國專屬的《星洲日報》。以「立足誠信，情
義相隨」為辦報理念，在馬來西亞華社有極大的影響力和公信力。

SIN CH EW DAILY

經濟日報網為聯合報系財經數位內容主要平台，也是台灣最大的
綜合性財經新聞網站。每日透過專業記者群，將國內、全球、兩
岸、財經、產業、觀點、股市、企管、經營等資訊與分析，匯整
成即時、精確與最精闢的內容。從報紙到網站、App，經濟日報
透過全載具呈現、讓讀者隨時隨地一手掌握，贏在每一刻。

新加坡報業控股的旗艦華文報，也是新加坡發行量最大的華文報
章，在全球華人世界中享有崇高信譽和廣泛的影響力。 

秉持聯合報系「正派、創新、關懷」理念，聯合新聞網向全球華
人提供專業的線上及行動新聞資訊。除了來自聯合報系的聯合報、
經濟日報、聯合晚報、世界日報、歐洲日報等國內外五報的專業
內容，還有合作媒體業者的期刊內容。是台灣新聞網站內容最專
業、最多元化的數位媒體網站。



本論壇將提供與會者部份演講內容的「專屬」服務，與會者

須進入大會網站 : https://cwef.cw.com.tw/2018summer/

憑帳號／密碼進入大會網站專屬服務頁面

您的專屬帳號：2018SUMMER_CWEFVIP

您的專屬密碼：CWvu84ru4

台北市 104 南京東路二段 139 號 11 樓
11F, No. 139, Sec. 2, Nanking E. Rd., Taipei, Taiwan 104 R.O.C.
讀者服務專線：02-2662-0332

https://cwef.cw.com.tw/2018sum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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