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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席的話

2010 年起，《天下雜誌》創辦了「天下經濟論壇」(CWEF, 
CommonWealth Economic Forum)，匯聚近 500 位全球政
治、經濟、產業意見領袖及各領域專家學者，共商台灣及亞
洲的未來。

2020 年，一場新冠肺炎改寫了全球化的進程，改變了人們
的生活軌跡，衝擊了產業運作的秩序。疫後世界挑戰與機會
並存，2020 天下經濟論壇夏季場聚焦「後疫情時代：創新
突圍」。

從國家到人民，如何在與病毒共存的未來世界中持續發展？
企業在全球化巨變中，如何重新思索從生產到銷售服務的突
破？如何跨界結盟，在不確定的環境中尋求商業模式創新？

後疫情時代，是一個重新啟動、創新突圍的時刻。我們將介
紹各領域創新應用與實踐的案例，幫助企業轉型、新事業開
發、差異化競爭、打造共存生態圈。

對美好社會的嚮往與追求，是《天下》相信也是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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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使命

搭起全球、亞洲與台灣政經領袖交流的平台
提升台灣在亞洲的能見度、影響力與關係網絡
提出有亞洲觀點的新發展模式
致力於促進美好而公平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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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主軸

後疫情時代，全球化將重新定義，世界的經濟秩序將改寫。
面臨隨時可能捲土重來的疫情，從國家如何在與病毒共存的
世界突圍前行？

企業在詭譎多變的環境中，如何重新思考從生產到銷售的佈
局，創新不墜 ? 

單打獨鬥，不如尋找創新結盟的模式，台灣隊如何在全球變
局中搶得機會 ?

2020 年，天下經濟論壇夏季場聚焦「後疫情時代 創新突
圍」，首度實體與線上直播同步，邀請台灣跨製造、科技、
服務、金融標竿企業，為您搭起對話的平台，探索結盟創新
的各種可能，面對多變未來，一同找尋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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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議題 1】轉機：深度創新

・全球防疫新方向為何？

・面對與病毒共存的未來，國家到人民如何防範未然？

【議題 2】彈性 : 啟動創新

・企業如何連接科技與資本，抓住疫後新契機？

・百年民生產業，如何在技術與佈局創新作法？

【議題 3】健康：前進未來

・後疫情時代，全球生醫製藥的供應鏈如何變化？

・台灣如何結盟歐美，將新技術輸出海外？

【議題 4】服務：谷底突圍

・疫情一度重創觀光飯店業，競爭對手如何結盟打群架？

・如何合作扭轉疫情劣勢，轉為創新優質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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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議題 5】改善：成功在線

・邁入網銀全競爭時代，傳統銀行如何服務多元客戶？

・宅經濟當道，新創電商如何差異化突圍？

【議題 6】結盟：能量無限

・5G 時代，台灣如何在新科技生態圈扮演要角？

・電信商如何結盟各方，創新服務與產業應用？

・跨界結盟、佈局新技術，如何通盤思考，避開地雷？

【議題 7】翻轉：新合作模式

・疫後世界，台灣隊如何打國際戰 ?

・如何結合實業、科技、資本，翻轉商業模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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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講 者 吳迎春    《天下雜誌》社長  

08:40-08:45

08:45-08:50

開場與開幕影片
大會主持人 凌爾祥  天下雜誌教育基金會秘書長  

主持人 彭子珊    《天下雜誌》資深記者  

主持人 王一芝    《天下雜誌》副總主筆  

主持人 陳一姍    《天下雜誌》副總編輯    

【議題一】轉機：深度創新 

(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

【主辦單位致詞】

【議題二】彈性 : 啟動創新
講 者 陳建仁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08:50-09:20
【專題演說 1】

【議題三】健康：前進未來

講 者 劉文雄  工研院院長

講 者 黃冠華  旭榮集團執行董事

09:20-09:40

09:40-10:00

【專題演說 2】

【專題演說 3】

Coffee Break10:00-10:20

【議題四】服務 : 谷底突圍

講 者 林玉寬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暨生醫產業負責人

講 者 林榮錦  晟德集團董事長

10:20-10:40

10:40-11:00

【專題演說 4】

【專題演說 5】

Lunch11:50-13:20

講 者 皮金營  凱撒飯店連鎖副總裁          
    盛治仁  雲朗觀光總經理／雲品國際董事長
    沈方正  老爺酒店集團執行長         

11:00-11:50

【專題論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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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

【議題五】改善：成功在線 

【議題六】結盟 : 能量無限

講 者 賈景光  中國信託金控技術長

講 者 郭書齊  創業家兄弟 ( 股 ) 公司董事長暨共同創辦人

13:20-13:40

13:40-14:00

【專題演說 6】

【專題演說 7】

講 者 楊麒令  廣達電腦資深副總經理／雲達科技總經理

講 者 陳志惟  思科大中華區資深副總裁暨思科台灣總經理

講 者 郭水義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講 者 馬宗聖  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駐台主持合夥人

14:00-14:20

14:40-15:00  

14:20-14:40

15:00-15:20

【專題演說 8】

【專題演說 10】

【專題演說 9】

【專題演說 11】

Coffee Break15:20:15:40

【議題七】翻轉：新合作模式

講 者 柯勝峯  光陽集團董事長          
    王景弘  拓連科技創辦人暨董事長
    丁學文  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         

15:40-16:30

【專題論壇 2】

主持人 劉光瑩    《天下雜誌》資深撰述  

主持人 黃亦筠    《天下雜誌》主筆  

主持人 呂國禎    《天下雜誌》副總主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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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陳建仁

劉文雄

中央研究院基因體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

工研院院長

長期耕耘公衛、流行病學領域的前副總統陳
建仁，曾任中研院副院長、行政院衛生署署
長及國科會主委等職。擁有台大公衛所碩士、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系
博士學位的他，2017 年獲選為美國國家科學
院國際院士，並於今年獲頒總統府中山勳章。

電 機 和 電 子 工 程 師 學 會 院 士（IEEE 
Fellow），具備大數據、智慧電網、網域監控、
人工智慧應用等跨領域專業，並有創業、科
技研發與企業管理等實務經驗。劉文雄 2018
年自美返台接任工研院院長，擘畫「2030 技
術策略與藍圖」，以「智慧生活」、「健康
樂活」、「永續環境」三大應用領域與「智
慧化共通技術」，致力於產業轉型升級與跨
領域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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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黃冠華

林玉寬

旭榮集團執行董事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暨生醫產業負責人

台灣紡織大廠旭榮集團執行董事，也是第二
代接班人。2002 年進入家族企業任職，透過
國際化布局、建構集團營運體系，將旭榮營
收提升 10 倍到 300 億台幣，事業版圖橫跨全
球三大洲，並引領業界推動智慧製造與永續
紡織供應鏈。同時深耕台灣新創圈，創辦全
台最大天使投資社群「識富天使會」，嘗試
替台灣傳統產業轉型找出路。

政治大學經營管理碩士（EMBA），會計師執
業期間輔導多家半導體及新興科技產業公司
上市櫃與成為業界巨擘。於生醫產業，林玉
寬幫助許多公司克服從新創設立、規模茁壯
至國際佈局與永續成長等關鍵議題。
專長於輔導企業組織架構調整、股本與經營
權規劃（包含技術股、員工獎酬制度等）、
策略佈局、跨國管理機制、企業併購規劃和
台灣及海外上市櫃規劃及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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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林榮錦

皮金營

晟德集團董事長

凱撒飯店連鎖副總裁

擔任數十家生技公司的董事及高階管理職務，
林榮錦在亞太生技產業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力。曾主導多家知名企業之組織重整與再造，
協助這些企業轉虧為盈。
林榮錦目前活躍於從事生技與大健康產業的
投資佈局與整合，期待為產業及人才帶來更
多機會與競爭優勢。

38 年飯店業經驗，沒有顯赫背景，從基層員
工做到連鎖飯店副總裁，他靠得是積極、正
向的人生態度。不少飯店是從皮金營手中拔
地而起，2017 年，他更接下全台量體第二大、
擁有 750 間客房數的台北凱達大飯店，在短
短二年內創下平均住房率高達九成的佳績。
在此刻面臨艱鉅的疫情時代，他凝聚團隊的
向心力，迎接未知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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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盛治仁

沈方正

雲朗觀光總經理 / 雲品國際董事長

老爺酒店集團執行長

不論是教授、主持人、主委、執行長、總經
理、或是董事長等職稱，雲品國際董事長盛
治仁都對每一份工作全力以赴，希望能貢獻
一己之力，創造新的價值。
從學術訓練、媒體評論、地方及中央政府的
歷練、辦理大型活動的經驗，到現在的企業
管理實務，每一個成功、失敗的經驗，都對
思考與創意帶來助益，也成為做人做事的最
大養分。

沈方正秉持著服務熱忱，投身旅館業已超過
30 年，自 1993 年服務於知本老爺酒店起，
致力推展優質的休閒旅遊文化，目前帶領老
爺酒店集團海內外共 15 間飯店，努力成為
「華人的服務專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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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賈景光

郭書齊

中國信託金控技術長

創業家兄弟 ( 股 ) 公司董事長暨共同創辦人

2018 年起擔任中國信託金控技術長，負責督導
整合金控及其子公司之資訊業務，並協助各子
公司導入創新科技，拓展金融科技業務。加入
中國信託金控前，於 IBM 公司服務近 20 年，
擔任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總經理，專
長為企業策略轉型、數位轉型創新專案整合與
推動。擁有台灣大學工程碩士學位及政治大學
國際經營管理碩士學位。

郭書齊與弟弟及兩人的太太從 2007 年開始，
共同創辦「地圖日記」、「百萬網友團購網」，
並在 2012 成立「創業家兄弟股份有限公司」。
創業家於 2016 年在台灣資本市場正式 IPO，經
營 B2C 網購平台「生活市集」，同年成立「松
果購物」跨足 B2B2C 市場，於 2019 年台灣資
本市場登錄興櫃。去年再成立 100% 持股之子
公司「新時代電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經營
B2B2C 運動及戶外休閒電商平台「運動市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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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楊麒令

郭水義

廣達電腦資深副總經理 / 雲達科技總經理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一手打造廣達雲端伺服器領導者地位，楊麒令
成功將廣達集團雲端事業部轉型成為全球資料
中心解決方案供應商，並建立雲達 QCT 品牌。
隨著 AI 與 5G 時代來臨，楊麒令投入建立研
發團隊，推動由邊緣到核心完整端到端整合，
涵蓋無線接取網路、核心網路及雲端資料中
心，更攜手日本樂天電信，打造全球首例 5G
開放性架構下的虛擬機房，再次在 5G 時代跑
進領先群。

中華電信首位財會專長的總經理，自 2001 年
從勤業管理顧問公司進入中華電信，由經營
規劃處、投資事業處、會計處一路晉升為投
資長及財務長，對轉投資公司經營及績效管
理有豐富經驗，主導過神腦、KKBOX、愛爾
達、中華精測、是方電訊及勤崴科技等中華
電信重要的轉投資案，為公司創造長期收益。
目前帶領中華電信在 5G 時代「廣結盟」，創
造共贏的 5G 生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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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陳志惟

馬宗聖

思科大中華區資深副總裁暨思科台灣總經理

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駐台主持合夥人

2018 年加入思科擔任台灣總經理，陳志惟
連續兩年帶領團隊達成業務雙位數成長，於
2020 年晉升思科大中華區資深副總裁暨思科
台灣總經理。在他的領導下， 思科台灣成為
思科全球數位加速計畫在亞太區的典範。加
入思科前，陳志惟任職惠普（HPE）並派駐兩
岸重要城市，曾連獲 HPE 亞太區技術服務諮
詢最佳年度成長國家等獎項肯定。

馬宗聖為《智慧財產權資產管理》雜誌評選為
「年度美國專業事務所」Finnegan（飛翰）
台北辦公室主持律師，該雜誌針對在台執業律
師所做的排名中，獲評為智財訴訟和交易業務
的首席律師，代表客戶處理美國地院和國際貿
易委員會受理的專利與營業秘密訴訟案。
馬宗聖也是智財策略專家，代表知名跨國企業
與新創公司，提供客戶智財策略諮詢及協助
建置有價值的專利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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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柯勝峯 

王景弘

光陽集團董事長

拓連科技創辦人暨董事長

負責光陽全國銷售資訊系統建立、海外投資
設廠、策略合資合作業務，足跡遍及全球五
大洲，累積眾多國際性企業管理與投資實務
經驗。
曾代表光陽集團參與群益投信、群益證券、
大眾銀行之經營發展規劃，擔任相關金融合
併案之核心決策成員。創設中國金庫 (KYMCO)
創業投資管理公司。美國康乃爾大學企業管
理碩士與清華大學工業工程系學士。

曾擔任 HTC 行銷長，於 2013 年創立拓連科
技 (Noodoe)。
Noodoe 以充電樁為節點，打造車聯網網路。
從硬體的電路板設計、韌體開發、無線通訊
技術、作業系統、APP 開發、到後台雲端之
建置皆獨立開發，目前已在美國喜來登、希
爾頓等連鎖飯店建立電動車充電系統與雲端
營運平台。擁有哈佛大學 MBA 碩士及麻省理
工學院電機工程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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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貴賓

丁學文
金庫資本管理合夥人

歷經海內外銀行、資產管理及股權投資產業，
丁學文專注於搭建與投資全球出行產業資本
整合平台。投資區域涵蓋中國大陸、台灣、
印度以及東南亞，目前共管理七檔產業投資
基金，規模超過百億。
丁學文也在台灣擔任光陽工業、拓連科技、
車能網科技、群益金鼎證券、群益投信等公
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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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天下雜誌  For a Better Society ｜ Since 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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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整圖解 |特斯拉台灣供應鏈、全球佈局地圖　車主告白 |「特粉」為何痴狂？
關鍵解密 |超越豐田、全球市值第一的車廠，馬斯克要如何實現「零碳經濟」夢想？ p.84

台灣搶賺特斯拉
現場直擊   橫跨三大洲，台資供應鏈大擴廠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2020年8月26日─9月8日

聯發科董事長

蔡明介

獨家專訪

54

38  CSR一百強企業榜單
48  護國神廠復育螢火蟲

台
灣
搶
賺
特
斯
拉

天
下
雜
誌
2
0
2
0
年
8
月
26
日

尋找下一個
台積電
三年營收複合成長率兩成起跳、平均獲利率超過前一年，

世道艱難，百強企業不但活下來、還爆發成長！

這些明日之星是誰？從個人投資到台灣經濟，

它們能成為引領未來的台積、聯發科嗎？ p.56

2 0 2 0  快速成長一百強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2020年8月12日―8月25日

第44屆金鼎獎
最佳財經時事雜誌

118 口罩別摘  疫情再起？
40    最美水族館  青埔翻身
28    賓士告帝寶  副廠危機

歷史定位解析

李登輝 福山

中國為何被看衰

4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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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上最慘烈的新冠肺炎和極端氣候揭示：

人定勝天已是過時的狂妄，天人共好才是永續的法則。

告別掠奪式資本主義，擁抱氣候與環境正義，

從現在起，每個人都可以是改變的力量！p.18

疫 情 過 後 ， 最 該 做 的 一 件 事

 39週年特刊
CommonWealth Magazine    2020年6月17日—2020年6月30日

168 永續觀光  後疫情綠色旅遊首選

112 熱島效應  城市如何引風降溫？

238 生活提案  愛地球的40件小事

56 調查報導  綠電與綠樹之爭

122 環境英雄  9組台灣隊創新解方
196 全球倡議  李奧納多、比爾蓋茲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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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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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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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
2
0
2
0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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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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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開創台灣「2000 大企業」、「天下企業公民獎」、「天下
大學公民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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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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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座國際及國內大獎。
未來，《天下雜誌》也會以積極、前瞻、放眼天下的價值觀，
專業的新聞報導，為美好公平的社會，持續努力。
www.cw.com.tw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86  兆元抗失業、救經濟

118  遠端管理十大守則

124  缺藥危機 誰會受害？

2020年4月8日─4月21日

交通部長

林佳龍

92 98
許銘春

勞動部長

打掉重練
年度計劃被疫情打亂，如何重新設定？

百年一遇的大疫，

已讓全球破百萬人感染、消費急凍、失業攀升，

所有企業的計劃都必須打掉重練。

但黑暗中開始出現曙光，

如何抓住新機會，打贏新冠之戰？p.32

10張圖表看世界
6張圖表看台灣
貿易伙伴重評估

機會產業總盤點

投資前景看時機

12大守則度危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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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
決戰時刻

錢．病毒．全球化

韓、日、星爆發社區傳播、中國復工、學校開學⋯⋯

● 台灣戰略：抗疫3大祕密武器、企業因應3招
● 政府紓困：600億怎麼救企業、農漁業？
● 個人療癒：12個居家防疫指南

p.38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16   Google皮蔡談AI風險
124  企業危機管理七守則

2020年2月26日―3月10日 78

 愛地球，有賺頭！
海洋塑膠新解

德國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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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台灣隊逆襲
後疫情時代，下半年最令人興奮的兆元商機！

結合美日，挑戰華為巨頭壟斷 p.50

樂天×英特爾×廣達×中磊×研華×智邦×台灣白牌大軍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28   長庚打造新冠潛力藥

124  日出茶太如何逆勢贏

2020年4月22日―5月5日

天下USR大學公民調查排行榜
USR潮流下 
看見大學正能量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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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投資、選股、就業、經營實戰必備，最權威企業排行榜

◆製造、服務、金融業榜單解讀，哪些企業最會賺錢？ p.60

最強五十大集團
2020《天下》兩千大調查

台灣企業集團20年大洗牌，誰又大又穩，向世界突圍？
誰經營不善，跌出排行榜？

COMMONWEALTH 

雙週刊雜誌

2020年5月20日─6月3日

30   台積電赴美設廠背後

262  防疫節氣蔬食菜單
234  蔡英文如何解中國結？

遠東集團董事長

徐旭東 羅智先

統一集團董事長

80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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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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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萬人下載訂閱。2017 年推出「天下全閱讀」數位訂
閱服務，2018 年推出「天下雜誌 app」，觀念領先、一手
掌握。2019 年再推出 Podcast「聽天下」，天下大勢，用
聽的就知道。

天下雜誌群數位註冊會員超過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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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 萬人，為台灣最具影響力的財經媒體粉
絲團。

www.cw.com.tw

天下網站與數位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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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2007 年《天下雜誌》正式推出「天下雜誌英文網站」，成
為台灣第一個有英文網站的財經雜誌。十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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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英文網站」致力用英
文說台灣的故事，讓世界看見台灣。

english.cw.com.tw

Taiwan'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c News Me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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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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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薦在地人情物意與生
活方式。

目前產品橫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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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

smiletaiwan.cw.com.tw

用深度旅遊體驗鄉鎮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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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2013 年 1 月 1 日，《天下雜誌》推出「獨立評論 @ 天下」
網站，期望在眾聲喧嘩的時代，打造多元思考與公共論辯的
平台，維繫民主社會與自由媒體最重要的公共空間。

如今，獨立評論有上百位專欄作者，數千篇投書，更屢次
獲得國際專業新聞獎項肯定。我們致力聚集如此多的獨特
聲音，只為了一個簡單理由：在這資訊爆炸卻人云亦云的
年代，請你擁抱自由多元的世界觀，請你與最認真思考的
心靈碰撞，請你用理性思辯的真誠態度，面對我們這個時
代的所有崩壞，並且，重建屬於這片土地的核心價值與人
文關懷。

opinion.cw.com.tw

擁抱多元觀點，未來正在發聲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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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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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結了來自全球各地超過 110 個城市的 300 名新
世代作者，沒有長篇大論、沒有高深學問，他們具有不同專
業、不同背景，他們就是你我身在異鄉的朋友，無私而自然
地分享他們的故事、見聞與觀點。

和我們一起從台灣出發，在地球不同角落留下的足跡。

crossing.cw.com.tw

最貼近你的國際新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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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天下在 2017 年成立《CSR@ 天下》數位頻道，搭建起企
業、社會、環境與個人永續的交流平台，並持續報導 ESG、
SDGs 等重要趨勢，期盼企業提高辨識經營風險能力、發揮
永續價值，共同為打造美好台灣努力。

csr.cw.com.tw

台灣最具影響的 CSR 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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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未來城市 Future City》是《天下雜誌》2018 年推出的媒
體頻道，專注討論智慧城市、醫療科技、城市治理、政府美
學議題。

我們報導智慧科技在城市規劃的應用，討論對市民日常的影
響；透過創造公民、企業與政府的三方對話，共創未來城市
生活想像。

futurecity.cw.com.tw

聚焦最新科技和設計的智慧城市交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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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雜誌簡介

台灣最大的企業經理人的數位學習
平台，「天下創新學院」服務超過
90 家標竿企業、10 萬位用戶。

面對複雜難測的大環境，「天下創
新學院」為幫助決策者掌握趨勢、推動轉型升級，我們提供
最多元、系統化的數位課程，包括了：
1、超過 1500 堂影音、音頻等形式的專家課程，編輯團隊
  每週精選五堂全球財經、科技趨勢與管理新知課程。 
2、最多最新的數位轉型實務課程，帶領大家手把手的從數
  位轉型策略思考、人才培育、組織改造與企業個案研究，
  驅動企業轉型。 
3、App 個人化學習體驗與學習管理平台，滿足零碎時間微
  學習、企業人資管理與分析成效的需求。

www.leadercampus.com.tw

台灣最大數位學習平台

29

https://www.leadercampus.com.tw/


天下雜誌簡介

《天下雜誌出版》反應時代脈動，持續引介國際重要趨勢，
並發掘出版台灣重要的議題與人物，以書籍的形式做深度紀
錄，秉持「閱讀，讓改變看得見」的理念，持續出版好書，
包括《教練》、《心。人生皆為自心映照》、《氣候緊急時
代來了》、《人類與病毒之戰》。多次獲得金書獎等出版大
獎肯定，透過閱讀，共同創造華人社會的最佳可能。

For better ideas and practices ︱ Since 2000

30



天下雜誌簡介

用閱讀，搭一座希望之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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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盼藉由閱讀習慣之養成，幫助下一代建立終身學習的
基礎；用閱讀，為孩子搭起一座希望之橋。

reading.cw.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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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夥伴

中國信託金融控股公司成立於 2002 年，企業總部設於臺
灣臺北市，全球員工人數約 27,000 人，旗下子公司包括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灣人壽保險公司、中國信託綜合證
券公司、中國信託創業投資公司、中國信託資產管理公
司、中國信託證券投資信託公司、中信保全公司、台灣彩
券公司等八家子公司。

憑藉著創新求變的精神，提供客戶完整之產品服務，積極
投入數位轉型。除推動流程數位化，並陸續設立區塊鏈、
人工智能實驗室及大數據研發中心，領先同業開發新型態
業務，滿足市場與客戶之需求。

中國信託金控之子公司中國信託銀行跨足 14 個國家及地
區，在全球擁有 268 處據點，為臺灣最國際化的銀行。
海外布局以大中華、日本、北美及東南亞為重心，設有東
京之星子行、美國子行、加拿大子行、菲律賓子行及印尼

32



創始夥伴

子行，深耕在地客戶，並提供國際企業完善之跨境金融服
務。呼應政府新南向政策，近年透過越南、印度及新加坡
分行積極拓展東南亞業務，更為第一家參股泰國當地金控
LH Financial Group Public Company Limited 之臺灣金
融業者。在大中華區以上海為中心，深耕長三角經濟圈及
粵港澳大灣區，金控子公司台灣人壽在大陸廈門亦合資設
有君龍人壽，整合銀行、壽險多元化服務及據點，共同布
局大陸市場，發揮雙品牌綜效。

展望未來，中國信託金控將秉持 We are family 的品牌精
神，在營運績效、公司治理、企業社會責任、環境永續等
面向持續努力，為客戶、員工、股東與社會創造共同利益，
打造「臺灣第一、亞洲領先」的領導品牌，期許成為治理
最佳、客戶及股東心目中最值得信賴的金融服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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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夥伴

資 誠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PwC Taiwan) 由 朱 國 璋 教
授 及 陳 振 銑 教 授 於 1970 年 所 創 立， 於 1973 年 加
入 國 際 Price Waterhouse 事 務 所；1998 年，Price 
Waterhouse 與 Coopers & Lybrand 合 併， 更 名 為
PricewaterhouseCoopers (PwC)。PwC 的全球聯盟組織
遍佈 157 個國家及區域，計有逾 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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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C Taiwan 為 PwC 在臺灣之聯盟所，我們的使命是「營
造社會誠信，解決重要問題」。半世紀以來，隨著臺灣經
濟發展，業務不斷蓬勃成長，持續追求卓越，堅持正直誠
信及維持高品質的專業素養，並善盡企業責任促進變革，
以贏得公眾信賴。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偕同策略合作夥伴 ( 資誠企業管理
顧問公司、資誠稅務諮詢顧問公司、普華國際財務顧問公
司、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資誠永續發展服務公司、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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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始夥伴

國際不動產公司、資誠人資管理顧問公司、資誠智能風險
管理諮詢公司、資誠創新諮詢公司 )，於全臺六個城市，
超過 3,000 位專業人員，提供產業專精的整合性專業服務，
服務對象涵蓋國外及國內企業，透過 PwC 全球聯盟所密
切的互動與合作，提供完整的解決方案，以提升客戶價值。

2020 年適逢資誠 50 周年，資誠不只是一家會計師事務
所，更提供企業一站式購足的全方位解決方案。未來，資
誠將持續強化數位轉型，成為推動數位化的專業服務機
構，對內，運用科技來推動人員及服務的數位化，以提升
效率及品質，並透過科技來拓展普惠服務，服務更廣大的
中小企業客戶群；對外，更積極的建立或參與特定領域的
生態系平台，與更多的策略夥伴合作，提高服務能量，擴
大服務觸角，與您一起 Reimagine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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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Finnegan 總部位於美國首府華盛頓特區，是全球最大，專
注美國和歐洲智慧財產權法的事務所之一。我們的業務涵
蓋專利、商標、著作權與營業秘密法相關的領域，提供各
產業全方位的智財法律服務，舉凡電子與電腦科技、工業
製造、消費性產品、醫療設備、生技製藥、化學和替代能
源。我們也處理與國際貿易、智權組合管理、互聯網、電
子商務、政府契約、反壟斷與不公平競爭有關的智財案件。

50 多年來，全世界具領導地位的企業及發明家將他們最有
價值的資產託付給 Finnegan。透過我們全球的據點及數十
年協助跨國企業的經驗，Finnegan 擁有足夠的資源及專業
為您量身打造和落實全球智財策略。我們的據點位於科技研
發重鎮，包括喬治亞州亞特蘭大、麻州波士頓、加州 Palo 
Alto 和維吉尼亞州 Reston ; 以及全球主要市場的城市，包括
倫敦、首爾、上海、台北及東京。我們可說多種語言且具多
元文化的專業團隊，提供全球客戶即時在地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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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Finnegan 於台北的飛翰外國法事務律師事務所，自 2003 
年成立以來持續蓬勃發展 ― 飛翰是 2002 年 1 月 1 日台
灣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第 144 個會員後，第一家在台設立的
外國法事務所。飛翰由常駐主持合夥人馬宗聖律師 (Gary 
Ma) 以及定期訪台的姚克實律師 (Bob Yoches) 、楊明道
律師 (Ming-Tao Yang) 領軍，團隊亦包含在各項業務協助
上經驗豐富的同仁，承接案件類型主要為美國法院和美國
國際貿易委員會受理的智財訴訟案、智財的申請、授權與
諮詢服務等。

飛翰也十分積極地參與台灣的法學教育，我們定期舉辦有
關美國智財法的研討會，以及參加各大學院校和專業團體
機構主辦的智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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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晟德大藥廠創立於 1959 年，早期為一個全劑型藥廠。
1998 年晟德重新定位競爭優勢並鎖定以內服液劑專業製
造為業務核心，透過先進的技術平台架構、專業處方研究
以及處方設計分析等能力，研發多元化的液劑系列產品，
進而躍身為台灣第一大專業內服液劑藥廠。2008 年晟德
除持續優化水劑產品組合並投身精神、神經科用藥領域，
更再定位成「生技工業銀行」，致力集結亞太資源與經驗，
輔佐深具潛力的生技 / 大健康公司競逐國際舞台。
 
晟德生技工業銀行投資範圍包含新藥開發、蛋白質與抗體
藥物開發公司、保健品及農業生技產業、醫療器材與創投
等多元領域，旗下育成之企業包含益安生醫、順天醫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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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技、永昕生物醫藥、澳優乳業及東曜等逾 20 家公司，其
中超過一半成功上市櫃或興櫃。

晟德的企業願景為「投資明日產業 改變今日世界」，我
們將持續善用自身專業及資源擴大企業影響力、促成產業
共好並為人類健康與生活帶來更多美好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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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中華電信，國內營運經驗最豐富、規模最大之綜合電信業
者，主要服務涵蓋固網通信、行動通信，以及數據通信三
大領域，是國際間電信業者重要合作伙伴；最有價值與最
值得信賴的資通訊公司，是台灣百大品牌、信譽品牌，更
是消費者心中的理想品牌。

為滿足消費者數位生活及企業營運升級需求，中華電信持
續強化核心能力，以先進技術引領新一代的網路革命，開
發創新服務，積極投入 5G 基礎建設與應用的開發，結合
資安、大資料、雲端、人工智慧 (AI) 與虛擬實境 (VR) 服
務功能，為進軍國際舞台暖身；並發展智慧城市應用，激
發不同產業的創新發展，建立新的商業模式，引領台灣進
入 5G 新時代，期許在數位時代下成為資通訊產業的領導
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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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為善盡企業社會責任，中華電信持續創造數位經濟發展機
會並關注環境永續發展，回饋社會、國家，善盡企業公民
責任。

面對市場激烈競爭，中華電信擁有優秀的人才並持續掌握
最新技術，有信心提供消費者更臻完善的通訊服務，並以
「數位經濟的發動機、創新產業的領航員」為使命，持續
怖建優質的通訊環境，帶動各相關產業提升數位競爭力。

從鄉野到城市、從家庭到企業、從現在到未來⋯中華電信
的每一步，始終踏實，絕對全力以赴。引領台灣數位經濟
發展，永遠走在最前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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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鉅亨網 1999 年創立至今，陪伴許多台灣投資人成長，是深受投資人信
任的財經媒體。
我們立志成為投資人的最佳夥伴，將創新能量聚焦於協助投資人做出更
精準的投資決策，期待在數位金融科技時代，透過創新服務陪伴投資人
成長茁壯。

從收音機到手機 ；從無線電波到網路直播，
中廣新聞網與您一起掌握天下事。
收音機、app、YouTube 直播，多元載具，
只有事實沒有八卦 ，追求真相放眼天下。
中廣新聞網 ，新聞快又廣，資訊不漏網。

中央通訊社是中華民國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宏大的新聞通訊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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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 年成立，台灣唯一跨平面、網路及電視媒體集團。目前國內有中
天新聞台、中天綜合台及中天娛樂台三個頻道，海外共計有美國、日本、
澳洲、新加坡等國可收視中天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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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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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榮獲《數位時代》Google 2016 年「前瞻性大獎」等。新
Slogan 則改為「Today is my day」，期望展現正面積極的態度，讓天
天瀏覽網站的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團隊的年輕活力氣息。

經濟日報是國內發行最大、最具影響力的財經媒體，每日透過專業記者
群，將國內、全球、兩岸、財經、產業、觀點、股市、經營等資訊與分
析，匯整成即時、精確與最精闢的內容，為財經界必讀的數位全媒體。

東森新聞成立於 1991 年，秉持「新聞在哪裡，東森就在哪裡」的理念，
不只追求速度領先的新聞傳遞，更深耕國際，與 CNN、BBC、NHK、
新加坡電視台、大陸中央電視等 52 家國際主流媒體緊密合作，提供 24
小時不間斷的全方位新聞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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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森財經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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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IC 之音成立於 2002 年，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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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以公益為目標」的商業性電台。三度
榮獲廣播金鐘獎「專業頻道獎」，2018 年再獲「電臺品牌行銷創新獎」。

《明報》於 1959 年 5 月 20 日創刊，一直致力對香港、中國大陸與及
世界各地的政經大事作全面、客觀及不偏不倚的報道與分析。《明報》
同仁深信報章是社會公器，致力為讀者提供最具公信力的資訊，這辦報
方針贏得四十多萬讀者支持，他們大多數是中產階層，在學歷、收入水
平等均遠較香港平均高，當中不少更是專業人士、管理層人員、企業的
決策者，屬社會的中流砥柱。

MOMOTV 以運動休閒、資訊娛樂做為頻道主軸，並致力提供全方位的
精緻影音節目內容，連結觀眾對於食、衣、住、行、育、樂各生活面向
的嚮往，尤其著重於體育運動賽事，包括以 4K 超高畫質轉播中華職棒、
ABL 籃球聯賽、臺北馬拉松等，2020 年更取得 NFL 美式足球轉播權，
提倡運動所帶給人的正向能量。
MOMOTV 有別於商業導向的媒體，秉持著以人為本的精神、以貼近觀
眾為基礎，提供最新生活資訊、科技趨勢等，製播兼具娛樂及知識性節
目，帶給觀眾更優質的視覺饗宴。

MSN 整合微軟所提供的雲端服務包含 outlook.com, one drive, one 
note, office, Skype，並且聚集所有頂尖的網路內容出版商，使新聞內
容達到空前絕後的深度與廣度。邀請您體驗 MSN 如何協助品牌跨螢幕
呈現與使用者產生高關聯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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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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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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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浪自 1998 年 12 月起於台灣運營，2010 年起在台灣市場推廣微博服
務，微博在台灣已超過 950 萬註冊用戶，日活躍有 50 萬用戶，月活躍
有 150 萬用戶。微博台灣站（tw.weibo.com）精選微博平台上的優質
內容，並將內容轉為繁體版發佈。2012 年開始進行「讓愛飛揚」公益
愛心活動，關懷偏鄉學童教育；並於 2019 年協辦 3x3 黃金聯賽國際菁
英邀請賽台北站賽事。

聯合新聞網由聯合報系於 2000 年成立，透過優質內容、資源整合、客
製服務及市場開發，提供更多元及全面的資訊服務解決方案。主要事業
體包括聯合新聞網 (udn.com) 及聯合知識庫 (udndata.com)，並發展
數位出版，營運 udn 讀書吧 (reading.udn.com)。

SIN CH EW DAILY

財團法人公共電視基金會於 1998 年 7 月 1 日成立，公共電視也同日開
播。公視是獨立自主經營、不受商業及政治力量干預的媒體，其使命在
於促進公民社會的發展、製播多元優質的節目並深植本國的文化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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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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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erizon Media 隸屬於美國首屈一指的電信公司 Verizon，透過旗下
Yahoo、TechCrunch 與 HuffPost 等優質品牌組成值得消費者信賴的
媒體生態圈，並致力於協助消費者隨時取得最新消息及娛樂內容、彼
此溝通與進行交易。從 XR 體驗到廣告與內容科技，Verizon Media 正
在革新下一代 5G 創意內容。在台灣，我們持續提供 Yahoo 旗下包括
Yahoo TV、新聞、股市、運動、電子信箱、搜尋、拍賣、超級商城、
購物中心等多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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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謝

2020 年，一場疫病打亂了所有人的生活日常、企業也忙著尋找因應市場新常態的新
規則。

「天下經濟論壇」夏季場，也掙扎在停辦、線上論壇、延期舉辦的三難抉擇擺盪中。

終於，決定 8/28 舉辦「實體 + 線上直播」的創新論壇模式，竟創下 「天下經濟論壇」
夏季場創辦以來，銷售席次最多，也最快完售的奇績。

「天下經濟論壇」在 09 年金融危機中開辦。10 年後，在世紀大疫病帶來的不確定中
被「強迫創新」。

一路走來，見證了台灣人強旺的生命力，台灣企業創新突圍的韌性。

一路走來，感受了台灣企業對《天下》的信賴與支持，台灣人彼此相挺的厚重情意。

一波波正面能量、一股股清馨溫暖，是台灣面對中美相爭下的政經險境、消費緊縮下
的成長困境，最有力的底氣。

「天下經濟論壇」在這個困難的時刻能夠沿續，除了感謝 400 多位現場、線上觀眾的
支持；也要感謝困難中仍支持這個台灣最有品質、優質論壇的贊助伙伴：中國信託金
控、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FINNEGAN 飛翰律師事務所、晟德集團、中華電信、
JOHNNIE WALKER、工業技術研究院、思科台灣。

《天下雜誌》1981 年創刊時，美國《紐約時報》來採訪這全台第一本專業財經雜誌後
寫道：「《天下》是反映台灣成長的一面鏡子，台灣首度以嚴謹的態度，從事推廣經
濟新聞的雜誌。」 （見《天下的故事 --- 希望，永遠在路上》2012 出版）

媒體，的確是「反映社會的一面鏡子」。

感謝上蒼，台灣有這樣溫暖的讀者！

感謝上蒼，台灣有這樣優質的企業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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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bit.ly/30AU5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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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summer/
憑帳號／密碼進入大會網站專屬服務頁面
專屬帳號｜ 2020SUMMER_CWEFVIP
專屬密碼｜ cwme0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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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url.cc/WLaag7
https://cwef.cw.com.tw/2020summ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