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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通膨・新價值】動盪與風險下的決策
   2022 年 CWEF 夏季場以【新通膨・新價值】動盪與風險下的決策為主題。

低薪資、低成本、低價格的年代過去了。

疫情還沒完全結束，伴隨經濟復甦的通貨膨脹來襲，傳統能源與新興綠能雙漲，土地、水電加上升息
趨勢，讓四大生產要素全部上揚，加上永續發展的環境成本計價新要求，企業要付出比以往更多的代
價，但也取得了新定價、創造新價值的契機。

2021 年，台灣繳出了一張漂亮的成績單，疫情控制得宜、經濟成長率超過 6%、平均國民所得突破 3
萬美元。美中不足的是，不包含加班費、年終等的勞工實質經常性薪資較年一前衰退了 0.04%。

與通膨的較量，薪資輸了第一回合。但沒關係，加薪，還只是前奏曲。

2021 年多家企業獲利創新高，在基本工資調漲、軍公教加薪帶頭下，員工薪酬勢必還會上揚。

這是一個人人加薪的年代，也是台灣企業少有定價能力的新時代。誰能在告別三低的同
時找到新定位，就能主宰新定價、創造新價值，保有競爭力。活 動 官 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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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30-08:35   開場引言

08:35-09:15    【主題演講】新通膨・新價值 

           林明仁／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陳敏蘭／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投資主管

09:15-10:15    議題一：碳定價與轉型綠經濟 

           蕭代基／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Thomas Lingard ／聯合利華全球永續總監

           張威珍／ B 型企業協會理事長

10:15-10:30   Tea Break

10:30-11:30   議題二：勇敢為價值定價 

           黃昉鈺／聯嘉光電總經理

           謝良承／ Google Cloud 台灣總經理

           曾意婷／德載國際不動產創辦人及執行長

11:30-13:00   Lunch

主持人：黃亦筠／天下雜誌主筆

吳琬瑜／天下雜誌共同執行長兼內容長

主持人：黃昭勇／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總監兼 CSR 頻道總編輯

主持人：陳芳毓／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未來城市頻道總監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論壇議程



05點選跳至目錄

（主辦單位保留講者及議程更動權利）

論壇議程

13:00-14:00    議題三：爭才的代價 

           林瓊瀛／資誠人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芮喬丹／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

           陳毅航／饗賓餐旅總經理

14:00-14:20   Tea Break

14:20-15:20    議題四：體驗經濟的新價值 

           郭水義／中華電信總經理

           周永明／ XRSPACE 董事長兼執行長

           魏德聖／米倉影業導演、羅偉銘／好事交易所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

15:20-15:40    【個人決策】通膨年代的理財紀律 

           謝孟恭／《股癌》製作人

15:40-16:00    【內在修練】動盪年代下的安心美學 

           凌宗湧／ CNFlower 創辦人

主持人：劉光瑩／天下雜誌主編

主持人：史書華／天下雜誌主編

主持人：張翔一／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數位營運總監兼換日線頻道總編輯

主持人：吳雨潔／天下雜誌資深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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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元宇宙活動館

元宇宙專屬分享

科技與網路創造多種可能讓世界、讓我們隨時串聯。此次 2022CWEF 天下經濟論壇
夏季場，我們打造了元宇宙的活動空間，在這裡，可以突破空間、突破場域，以虛擬
人物分身和彼此互動；體驗新方式參與論壇。

12:30-13:00   魏德聖／米倉影業導演
         羅偉銘／好事交易所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
         張容彰／ NFT Board 共同創辦人

14:00-14:20   黃耀文／ XREX 共同創辦人暨執行長 請以手機或是平版，下載 GOXR 
APP 點擊《天下》元宇宙活動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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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琬瑜／
天下雜誌共同執行長兼內容長

開場引言



08點選跳至目錄

黃亦筠／
天下雜誌主筆

【主題演講】
  新通膨・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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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明仁
Ming-Jen Lin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系特聘教授、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

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2)。現任臺灣大學經濟學系特聘教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
研究發展司司長、以及台灣經濟學會理事長。曾獲國立臺灣大學教學優良獎 (2007~2019)、
教育部頂尖大學交換計畫 MIT 訪問學者 (2012~2013)、國科會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2010)、中
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 (2009)，2021 APEC 健康女性、健康經濟體研究獎首獎 (2021 
APEC Healthy Women, Healthy Economy Research Prize)。主要研究領域為勞動經濟學、
法律經濟學、資料科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ident, Taiwan Economic Association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p8vbf9XnZSQ1SBkyupANpe/embed/polls/a7491cf8-2af7-4418-aada-0d0baed159c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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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敏蘭
Tan Min Lan
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投資主管

陳敏蘭女士於 2013 年 7 月起擔任瑞銀財富管理亞太區投資主管。她的主要職責包括領導亞太區投資
總監辦公室、監督投資組合表現，以及確保瑞銀機構觀點在亞太地區能有效進行溝通等。陳女士是全
球及亞洲投資委員會的成員，這兩個部門負責制定瑞銀在全球和地區的機構觀點。
在加入瑞銀財富管理之前，陳女士任職於瑞銀投資銀行 11 年，擔任多個高級職銜。2002-2012 年期
間，陳女士擔任新加坡瑞銀證券研究部門主管及策略師。在這段時期，陳女士多次在亞洲主要投資
機構調查中名列前茅，並連續 10 年經 Asiamoney 評為排名第一的新加坡分析師。同時，陳女士於
2006 年擔任新加坡股票部門主管，負責研究、銷售、交易以及執行，股票經紀以及交易所買賣衍生
工具等業務。她在 2012 年擔任 FICC 宏觀策略研究全球主管，領導全球資產配置、全球新興市場、
固定收益、外匯以及信用債研究團隊。
加入瑞銀前，陳女士曾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經濟計量建模部門任高級經濟學家，並在美林擔任經濟
學家和策略師，側重於亞洲股票市場。
陳女士擁有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會計系學士學位和特許金融分析師（CFA）資格。陳女士同時也是新加
坡科技設計大學的董事會成員。

Chief Investment Office Global Wealth Management, UBS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p8vbf9XnZSQ1SBkyupANpe/embed/polls/b0a0c62e-a685-4bb8-8b80-48a9bc15e91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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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昭勇／
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總監兼
CSR 頻道總編輯

議題一：
碳定價與轉型綠經濟



12點選跳至目錄

蕭代基
Daigee Shaw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蕭代基現任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兼任研究員、政治大學經濟系兼任教授。曾任中華經濟
研 究 院 院 長（2006 ～ 2011）、 東 亞 環 境 與 資 源 經 濟 學 會 理 事 長（President, East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12-2014)、中華民國區域科
學學會理事長（2011 ～ 2013）、台灣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理事長（2013/12 ～ 2015/12，
2017/12 ～ 2019/12）。蕭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自然資源、環境、能源與氣候政策之經濟分
析，長期參與我國環境政策與法律之檢討與設計及協助建構東南亞國家環境經濟與政策學
研能力；蕭教授曾發表許多重要著作於國際知名期刊，於 2019 年 Mendelsohn, Nordhaus 
and Shaw（1994）論文獲選為 2019 美國環境與資源經濟學會（AERE）最具持續影響力之
論文（the 2019 AERE Publication of Enduring Quality ）。由於其重要學術貢獻，蕭教授於
1995 年榮獲教育部學術獎。

Adjunct Research Fellow, Academia Sinica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p3SFMXgo2UWZdQ4ND6XLD4/embed/polls/a8e77e6a-1e82-4f4b-966f-0b705d000bb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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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mas Lingard
聯合利華全球永續總監

Thomas 在聯合利華的全球永續團隊中領導氣候與環境事務。他負責聯合利華氣候與自然的永
續發展策略，該策略於 2020 年 6 月啟動，內容包括重新承諾具科學基礎的 1.5 度 C 氣候目標、
2039 年前淨零排放，以及啟動 10 億歐元的氣候與自然基金。Thomas 也帶領了聯合利華氣候轉
型行動計劃的制定，該計畫在 2021 年聯合利華年度股東大會上，以 99.59% 的贊成票獲得同意。
Thomas 於 1999 年加入聯合利華，2002 年轉往英國社會與環境事務部任職。接著，Thomas 加入
綠色聯盟的智囊團擔任副主席，並於 2010 年重新加入聯合利華，成為發起聯合利華永續生活計劃
的團隊一員。隨後他成立了聯合利華全球倡議團隊，推動回收、公共衛生與永續農業等系統性議題
的轉型變革。
在此期間，Thomas 曾與聯合利華前全球執行長 Paul Polman 共事，當時 Paul Polman 擔任全
球經濟與氣候委員會聯合主席、世界企業永續發展委員會主席，以及聯合國 2015 年後全球發展
議程高級小組成員。Thomas 曾是第 21 屆聯合國氣候峰會荷蘭代表團之一，也是巴黎氣候峰會
提供企業建言的虛擬團隊之一。
Thomas 在英國杜倫大學主攻哲學以及現代語言，並且擁有英國劍橋大學永續發展跨界合作的學
士後文憑以及英國公開大學的發展管理碩士學位。目前正在劍橋大學研讀 人工智慧倫理社會學。

Global Sustainability Director,Climate & Environment, Unil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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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威珍
Wei-Chen Chang 
B 型企業協會理事長

張威珍為嘉威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 領導嘉威專注於服務台灣中小企業的策略，更使其成
為台灣最好的會計師事務所之一；員工超過 300 位，並維持比同業低許多的員工流動率，且
營業額持續以每年 15% 的有機成長。更吸引同業取經，於 2020 年展開了 10 家事務所的所
長共學團。他更曾擔任臺灣省會計師公會理事長；現職為中華民國會計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副
理事長、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客座教授、新北市市政顧問及社團法人 B 型企業協會理事長，他
謙虛表示期待一己之力的貢獻為產業及人才帶來更多綜效及影響力。 

President, B Lab Taiwan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p3SFMXgo2UWZdQ4ND6XLD4/embed/polls/3eda152b-454f-494b-b850-22d9ec1b31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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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芳毓／
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
未來城市頻道總監

議題二：
勇敢為價值定價

點選跳至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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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昉鈺
Fanny Huang
聯嘉光電總經理

聯嘉光電 1995 年成立於台灣新竹科學園區，黃昉鈺總經理身為共同創辦人，20 多年來紮根
立基，一路帶領聯嘉光電轉型、上市。透過國際化、多角化經營和上、中、下游供應鏈垂直
整合的營運策略，聯嘉光電寫下服務超過 45 家汽車原廠的輝煌實績。自 2019 年起，美國
每年平均每 6.2~11.7 輛新車，就有一輛是使用聯嘉光電所提供的 LED 光源，並搶下特斯拉
TESLA Model 3 的歷史性訂單，持續切入 GM、福特、保時捷、Rivian、Fisker 等新創、電
動車供應鏈，讓台灣的 LED 在世界上發光！聯嘉光電的願景是：「成為全球車用創新光源的
領導廠商」與「建立永續發展的優良幸福企業」，黃總經理國際化的敏捷布局，讓公司營收
及獲利表現均呈現穩定成長，除榮獲天下雜誌「快速成長企業 100 強」殊榮，並獲選為經濟
部「潛力中堅企業」；長期在永續與 ESG 領域的深耕與落實，亦獲得「社會創新 - 社會共好獎」
及「華人公益金傳獎」之多項肯定。

President, EXCELLENCE OPTO., INC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b5YRPJ9ymffwYMiYtMp1MT/embed/polls/1ce9580a-ec00-4d28-b7fe-2e0f6e70e5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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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良承
Tony Hsieh
Google Cloud 台灣總經理

謝良承自 2021 年 2 月加入 Google Cloud，負責推動 Google Cloud 產品解決方案在台上市
業務與銷售事宜，包括 Google Cloud Platform 和 Google Workspace (Gmail、Google 文
件、Google 試算表、Google 簡報、Google 雲端硬碟及 Meet)。
謝良承是一位行業資深人士，曾在多家 B2B 企業公司擔任領導職務。在加入 Google Cloud 
之前，謝良承在 SAP 工作了五年，並擔任台灣的董事總經理。 他也曾擔任 Hewlett-Packard 
Taiwan 軟體事業群的總經理和 PTC Taiwan 的高級銷售職位。
謝良承擁有台灣東吳大學的商用數學學士學位，目前與家人居住在台灣台北。

Sales Director, Google Cloud Taiwan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b5YRPJ9ymffwYMiYtMp1MT/embed/polls/8342520b-3238-4625-9713-73a21656ee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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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意婷
Nancy Tseng 
德載國際不動產創辦人及執行長

曾任職於遠傳電信商務，匯豐銀行網路行銷及花旗銀行行銷部經理。曾意婷隨後旅居中國與
美國，累積房產顧問專業，多年來思考如何讓台灣房產交易運轉得更有效率。2021 年聯手矽
谷頂尖科技人才，創立 FUNWOO 。運用行銷管理經驗結合 AI 智能科技，將國外新穎的房產
行銷模式帶入台灣，以研究精神經營科技房產公司，用數據及趨勢資料打動高資產客戶群，
開拓出台灣既有服務模式以外的新藍海。

Founder & CEO , FUNWOO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b5YRPJ9ymffwYMiYtMp1MT/embed/polls/a3d3afad-65ba-44cd-a5bc-6e8bd4aea6b1


19點選跳至目錄

劉光瑩／
天下雜誌主編

議題三：
爭才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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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瓊瀛
Alan Lin
資誠人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

現任資誠人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董事、資誠聯
合會計師事務所暨聯盟事業人資長等職。林瓊瀛畢業於美國愛荷華大學 (University of Iowa)
企管研究所碩士 (MBA)、美國密西根大學商研所人力資源研究班，專長包括企業重整與營運
流程改造、企業商業與經營策略規劃、企業併購交易與價值實現、組織改組與變革推動、企
業治理與危機管控、經營績效與人才資本效能提升等。

Chairman, PricewaterhouseCoopers Business Services Taiwan Ltd.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3XnsxrkAz25QusA4na2bB3/embed/polls/f79742fd-da19-4abc-ad4c-9c34ee405d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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芮喬丹
Jordan Reeves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代表

芮喬丹代表於 1989 年畢業自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榮譽文學士學位，於 1992 年取得卡爾
頓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學位後，在 1994 年進入加拿大外交暨國貿部服務。
芮代表於 1996 年至 1999 年在加拿大駐荷蘭大使館負責貿易與公共事務後，便返回加拿大總
部的中國事務部門工作。自 2002 年至 2006 年，芮代表擔任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貿易暨
投資處副處長、2006 年起任職於北京的加拿大駐華大使館農業部門領事兩年後，並於 2009
至 2011 年成為加拿大駐上海總領事館的貿易處處長。累積了九年的亞洲經驗後，芮代表回
到渥太華成為國際貿易發展部助理副部長的政策顧問。在 2013 年至 2015 年期間，他擔任沙
烏地阿拉伯加拿大駐利雅德大使館貿易處處長，並協助處理巴林、阿曼與葉門三個國家的業
務。自 2015 年至 2018 年，芮代表為加拿大駐孟買總領事館的總領事。
芮喬丹代表於 2010 年獲頒加拿大政府外交服務獎，以表彰他在加拿大與中國商務關係上的
貢獻。芮代表熱愛戶外運動，曾於 2005 年攀登玉山；他喜愛文學，能說英語、法語及中文。
芮代表與夫人 Jennifer 育有三位子女 Noah、Cameron 及 Gemma。

Executive Director,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3XnsxrkAz25QusA4na2bB3/embed/polls/1b37b07f-5247-422a-8175-c1ee847388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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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毅航
Darrow Chen
饗賓餐旅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畢業於台大工商管理學系企業管理組、政大企家班。出生餐飲世家的使命感，秉持對餐飲的
熱情，攜手志同道合的夥伴同心協力，以提升餐飲人，改變餐飲業，讓生活因饗賓更美好為
理念，勇於創新、創造價值，讓餐飲業成為高價值、高待遇，可以帶給人幸福與希望的產業，
一起為下一代開創更美好的台灣。
2021 新冠疫情嚴峻時刻，領先發聲：堅持不停業、不減薪、不裁員、不放無薪假！並強調，
不要浪費這場危機，要從困難中看到希望，在實踐中勇敢開創！

General manager, FEASTOGETHER GROUP CO., LTD.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3XnsxrkAz25QusA4na2bB3/embed/polls/fdf4bb54-2b2b-485f-a4ee-8916e9b9b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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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華／
天下雜誌主編

議題四：
體驗經濟的新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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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水義
Shui Yi Kuo
中華電信總經理

郭水義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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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帶領中華電信在 5G 時代「廣結盟」，創造共贏的 5G 生態系。

President, Chunghwa Telecom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sVcubZURA6keJX5koAe1CS/embed/polls/dd14ec7d-41b4-4222-8138-3773b7327d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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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永明
Peter Chou
XRSPACE 董事長兼執行長

Peter Chou 為 XRSPACE 董事長兼執行長，擁有超過 30 年的科技產業經驗。2017 年創立 
XRSPACE，XRSPACE 願景為打造用戶可以隨時隨地暢遊的元宇宙社交世界，首創亞洲第一
個 5G 獨立 VR 頭盔，目前專注於提供多用戶、跨平台和即時互動的元宇宙體驗，期望透過創
新科技將人類的社交文化帶到下一個新時代。XRSPACE 已推出元宇宙空間應用平台 GOXR 及
線上虛擬音樂世界 PartyOn 。
Peter 曾為 Digital Domain 董事長、HTC 首席執行長。在他的領導下，將 HTC 打造成全球
智能手機和虛擬實境品牌。

Founder & Chairman, XRSPACE CO., Ltd.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sVcubZURA6keJX5koAe1CS/embed/polls/5a647d01-1041-460d-b54a-fbf8a38cd3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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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德聖
Wei Te-Sheng
米倉影業導演

果子電影創辦人。於 2008 年執導電影《海角七號》獲得過億票房，聲名大噪。2011 年執導
電影《賽德克·巴萊》獲得第 48 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全球票房 8.8 億元，台灣票房就貢獻 8.1
億元，2012 年 10 月底，由黃志明、魏德聖編劇及監製，馬志翔導演，以嘉農棒球隊為故事
的《KANO》獲得嘉義市政府的補助。
2014 年 12 月底，由與魏德聖導演共事的幕後電影工作者所創立品牌「特有種商行」實體店
正式開幕。 2016 年 9 月 7 日，擔任行政院文化會報委員。
2022 年與 NFTBoard、光禾感知科技、安譜人工智能音樂、ＧＰＥ好事交易所…等共同打造
「豐盛奇航 - 神秘的船票 NFT」，跨足元宇宙 NFT 事業。

Director, STORYAGE PICTURES Co., Ltd.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sVcubZURA6keJX5koAe1CS/embed/polls/414080a3-bd7f-420a-afd2-cb6a4ec63e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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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銘
David Lo 
好事交易所共同創辦人及執行長

現任社會企業 GoodPoint Exchange 好事交易所 Co-Founder & CEO， modoDesign 艾姆設
計 ECD，RA100 永續設計行動高峰會 執委會執行長。曾執策「TAIPEI FASHION WEEK SS20
臺北時裝週」、「Condé Nast SIA 頒獎典禮」空間總策畫、「GUCCI 全球百周年 City Light 
Up 點亮城市計畫」為策展人 , 策略顧問及執策單位等，並於近年發起「What’s Next GPE 國
際永續高峰會」及「RA100 地球解方 - 永續設計行動高峰會」等，以藝術、策展與社會設計
的觀點切入環境永續議題，透過設計力強化論述、永續行銷策略與企業進行連結與實踐，為
使用者打造更多融入生活的當代永續提案。

Co-Founder and CEO, GoodPoint Exchange(igoodPoint co.,Ltd)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sVcubZURA6keJX5koAe1CS/embed/polls/414080a3-bd7f-420a-afd2-cb6a4ec63e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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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翔一／
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
數位營運總監
兼換日線頻道總編輯

【個人決策】
  通膨年代的
  理財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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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孟恭
Hsieh, Meng-Kung

《股癌》製作人

分享個人投資觀點和見聞、與廣大投資族群交流。2019 年謝孟恭創立《股癌》，以多樣的趨
勢分析和國際新聞評論，短短數年間吸引大量追蹤者定期收聽，成就全台最熱門的 podcast 
節目。

Producer, Gooaye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https://app.sli.do/event/cYzm3ojQsqmvcfqr7UPmBa/embed/polls/c4335bd6-e543-47b9-a15c-e2ebf4686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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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雨潔／
天下雜誌資深撰述

【內在修練】
  動盪年代下的
  安心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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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宗湧
Alfie Lin
CNFlower 創辦人

1998 年 CNFlower 創立於台北，由花藝生活美學大師凌宗湧帶領團隊從美學出發，建立了一
種單純清新、優雅自然的風格，傳遞讓花藝進入生活，並且在花朵、空間與人之間創造出美
好的互動，CNFlower 西恩致力將自然的美好帶入每一個生活時刻裡。期待每個人都能用自
己的方式詮釋美感，以自己的創意提升品味，傳遞生活裡的感動。

歷經 20 多年的努力與耕耘，在亞洲也成為兩岸政商名流、諸多五星級酒店及精品品牌指定
合作之頂級花藝設計團隊，亦是全方位生活美學的經營；整合花藝設計、婚禮與活動設計、
庭園設計、專案規畫、家飾品牌及花藝教學和近期也積極推廣線上花藝課程，豐富世界各地
每一個人的生活。

Founder, CNFlower

點選後，進入線上提問

點選跳至目錄

https://app.sli.do/event/j8uKoE2c2vxddryEGgQk2h/embed/polls/de5bc9b4-1695-47e6-b215-79298057f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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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夥伴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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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成立於 55 年，數十年來伴隨臺灣經濟成長，發展成具備完善金融服務的區域型銀行。在
「正派經營」、「親切服務」的經營理念下，中國信託銀行締造許多令人驕傲的創新服務，從發行臺灣第一
張信用卡、成立第一家銀行客服中心，到推動流程數位化，引領臺灣金融業數位轉型。截至 110 年底，合
併資產規模達新臺幣 4.88 兆元，不僅為臺灣最大民營銀行，且獲利、第一類資本規模、客戶數等指標，皆
高居全臺灣銀行之冠。

中信銀行服務據點遍及全球，於 14 個國家及地區設有 371 處據點，臺灣共有 152 家分行，海外設有 219 處
分支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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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子行及印尼子行，深耕在地客戶，並提供國際企業完善之跨境金融服務。中
信銀行更響應政府新南向政策，近年除了透過越南、印度及新加坡分行積極拓展東南亞業務，更於 110 年
增持泰國 LH Financial Group Public Company Limited（簡稱「LHFG 金融集團」）持股至 46.6%，成為
LHFG 金融集團第一大股東，並於 110 年 10 月取得過半董事席次，穩健布局東南亞市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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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客戶便捷完整的服務網絡。

展望未來，中信銀行將持續投入數位化發展，以人工智慧與大數據驅動金融科技創新，為客戶創造全新的數
位體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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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融服務機構。

創始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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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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 個國家及區域，計有逾 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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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臺灣之聯盟事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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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wC Taiwan 包括：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資誠人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誠永續發展服務股份有限公司、
資誠創新諮詢有限公司、普華國際不動產有限公司、普華國際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資誠創新整合股份有
限公司、資誠智能風險管理諮詢有限公司、資誠普華國際財務顧問有限公司、資誠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
司、資誠稅務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及普華商務法律事務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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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全方位完整的解決方案，以提升客戶價值。

創始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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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電信是國內最大之綜合電信業者，主要業務涵蓋固網通信、行動通信及寬頻接取及網際網路，此外亦提
供企業客戶資通訊服務，並發展雲端、AI、大數據等新興服務。近年積極投入 ESG 各項作為，屢獲國內外
專業機構的肯定。更多資訊，請參閱 www.cht.com.tw。

策略夥伴

https://apc01.safelinks.protection.outlook.com/?url=http%3A%2F%2Fwww.cht.com.tw%2F&data=05%7C01%7Csoniahc%40cht.com.tw%7C0d5e375eeb56451f716008da5a39e3e9%7C54eb9440cf0345fe835e61bd4ce515c8%7C0%7C0%7C637921501919636825%7CUnknown%7CTWFpbGZsb3d8eyJWIjoiMC4wLjAwMDAiLCJQIjoiV2luMzIiLCJBTiI6Ik1haWwiLCJXVCI6Mn0%3D%7C3000%7C%7C%7C&sdata=uwvkgBHULw8UC2wJXzIlrEcfnCcLNAJU0%2FM3zjMb4cg%3D&reserve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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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focus on using technology to solve real estate challenges.

帶動台灣房地產業數位轉型， FUNWOO 挾著美國房產經驗和矽谷最新科技，在 2021 年疫情下誕生，以全
新商業模式逆勢突圍，運用數位化的思維和通透的研究精神，打造出市場上獨特的房產服務公司，推動台灣
房仲業數位轉型。FUNWOO 自認運用科技達陣的「理想房產銷售流程」還有好多可以做， 這一年已經完成
的連 1% 都不到。 FUNWOO 是個「學習型組織」，還有很多大膽、有野心的想法等著嘗試。以高資產客戶
需求的「無縫」服務水準為目標，用科技貫穿每一個流程環節，打造兼具隱私和體驗的服務。

策略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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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Google Cloud 加速每個企業組織在業務上的數位轉型進程。我們所提供的企業級解決方案採用了 Google 
的先進技術，讓客戶能夠在業界最乾淨的雲端環境中使用所有的服務。來自全球各地 200 多個國家與地區
的客戶均選擇 Google Cloud 做為信任的合作夥伴，協助他們推動成長，解決最棘手的商業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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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夥伴

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 (Canadian Trade Office in Taipei) 成立於 1986 年，為加拿大聯邦政府在台機構，
目標在台積極推動與加拿大之經貿、投資、文化與教育學術的整體關係。本辦事處目前有下列四大單位：
•貿易、投資與科技合作
•領事事務暨護照
•公共事務與文化學術
•行政事務管理
除此之外，本辦事處內尚有省政府駐台機構：亞伯達省駐台辦事處暨亞伯達省投資局。 

貿易投資部 (Trade and Investment) 介紹
本辦事處的貿易投資部負責促進加拿大對台出口，與吸引台灣投資人前往加拿大市場投資。貿易投資部份涵
蓋以下主要領域：農業與農漁食品、生命科學、綠能、電動車供應鏈、資訊通訊科技、交通運輸以及建築與
建材等。 

投資加拿大 
加拿大投資局（Invest in Canada）是投資推廣機構，負責協助跨國企業在加拿大掌握最佳商機。

想了解更多加拿大投資環境介紹與政府優或措施等資訊，請聯絡加拿大駐台北貿易辦事處商務經理陳嘉雯
Venus.Chen@international.gc.ca，或請參考 www.investcanada.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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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夥伴

內容匯集最多元的國際新聞角度、提供最精闢的解讀觀點，還有來自國際媒體第一手的觀察。《TVBS 國際 +》
專屬 APP，如同國際新聞行動資料庫，精銳新聞團隊整理出五大「每日必看」國際新聞，舉凡國際情勢、金
融布局到世界體壇，透過新聞推播，提供所有用戶在最短時間中，零時差掌握世界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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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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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展團隊

總策劃 合作夥伴成功專案 客戶創新體驗專案
吳琬瑜／天下雜誌共同執行長
葉 雲／天下雜誌共同執行長
黃昭勇／天下雜誌未來事業部總監
    兼 CSR 頻道總編輯
陳亞廷／天下雜誌營運中心品牌經理

楊雍曄／天下雜誌客戶成功長兼行政總監
張健正／天下雜誌客戶創新長兼企劃總監
呂珮瑜／天下雜誌整合傳播部資深經理
蘇柏源／天下雜誌整合傳播部企劃專員

夏志遠／天下雜誌行銷業務部客戶成功副總經理
章庭維／天下雜誌行銷業務部副理
史凡仙／天下雜誌行銷業務部副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