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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策展人｜王嘉麗

大會組｜黃亮崢、楊惠芬、林蓓茹
招商組｜鄭雅方、邱淑萍、周育瑩、蔡肅玉、陳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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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經理人｜溫偉伶、楊子槿、李珮綺
展會行銷組｜張芷瑋、呂昕樺、吳元平、吳孟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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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支援｜巨思文化家族
展覽公司｜鉑諾設計

身歷其境．深入未來
2017 Future Commerce 未來商務展
「科技這件事情，光是解釋是不夠的！最好的溝通方式，就是實
際的參與、體驗。」我們始終相信無論科技、技術如何演變，商
業世界的場景就是由人所建構，並經由人的體驗彰顯價值。因此，
我們挑戰以體驗為核心，打造詮釋未來商業樣貌專展。

全面結合產業界、技術端、消費者，360 度演繹未來商務內涵，
透過千人論壇、四大展區與場景策畫、未來生活圈、創新商務獎
及酷品展示等精彩活動，陪伴台灣產業聚焦機會，不只理解，更
知道該做什麼、該怎麼做、跟誰一起做！
2017 年未來商務展，面對無人化、自動化、情境化、極致個人
化在新經濟 4.0 時代全面襲捲生活，以「All Intelligence」為核心，
揭示未來商務將成為不斷進化的有機體，走進未來商務展，我們
談的將不僅止於新科技，而是全面智能化的世界及未來。

走進未來商務展，我們看見未來的美好正被實現。

2017 未來商務展
前進大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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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達城會展中心

(雪蘭莪沙亞南 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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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任一模式，隨時查看自己的觀展狀況、感受全新體驗。

Future Commerce 未來商務完整巡禮 觀展必知
模式一

RFID 感應手環
感應智慧卡全場通關

模式三

未來商務關鍵議題 ╳
MR 觀展新體驗

觀展資訊
輕鬆領取

闖關贈獎
輕巧搞定

展會互動
即時回饋

知識

展會資訊
隨看隨查

互動

趣味

優惠訊息
限時推播

遊戲體驗
驚喜兌獎

況、感受全新體驗。
無須下載或登入，即刻開啟您的報名信箱，
點選您的專屬觀展歷程連結，即可隨時掌握最新個人觀展狀況。

模式二

FC Bot ╳
全方位的智慧觀展助理

請於會場掃描下載，以 AR* 定位的遊戲化設計，體驗嶄新未來
商務關鍵議題議通型式，再拿好禮！

Plus 展會服務
客製化觀展節目單，精彩議程不錯過。

www.oh9h.com
導覽 展會資訊
隨看隨查

4

推播

回饋

優惠訊息
限時推播

攤商資訊
查詢回饋

6 ｜ Future Commerce Expo

無須下載，即刻描掃 QR Code 說聲 hi，
即可擁有最貼身的個人展會小助理。

移動生活
Tesla 試駕試乘

至大會牆掃描下載
MR觀展APP

8 ｜ Future Commerce Expo

200點

遇見未來，10 大亮點全新體驗
金融生活區：
中國信託

AI X O2O 的未來金融生活新體驗

Future
Business

台灣研發，智慧商業解方新亮相！不讓國際大廠專美於前！

Future
Technology

微零售革命，啟動免自提免下載的輕購物模式

導入數位分行 VR 導覽，串聯全方位生活情境，整合多元行動支付方案，結合 AI 智能客服通知查詢零時
差，開展虛實整合的未來金融全新想像！
展 區 體 驗，完成電子圖章集點，即可兌換限量贈品。

到了商店拿了就走？到收銀台就能自動結帳？由工研院最新研發的智慧商業服務應用技術，從物流到商
流，讓您搶先體驗未來商業的便利及價值。
展 區 體 驗，自助結帳或取貨等 3 種新型態商業服務情境，即可領取一份精美贈品。

重新定義消費，台灣獨家研發 Hi Magic 購物棒產品技術，首次亮相！導入電商購物與運送流程，將革除
購物就要提著大小包的印象，體驗嶄新 O2O 全通路應用。

Tesla 玻璃貨櫃屋全新抵台，專場試駕即刻上路

移動生活區：
Tesla

試乘時段：11:00、13:00、14:00、15:00、16:00
試乘辦法：
1. 於試乘時段前一小時，前往移動生活區
2. 感應 RFID，扣除 100 點體驗點數，即可領取體驗券（每小時限量開放 12 名，發完為止）
3. 於試乘時段前，依券上標示地點前往候車區，依序搭乘 （逾時及過號則不受理）

不只賣萌！ Pepper 未來咖啡館情境體驗

Future
Experience

除了賣萌，號稱能辨識人類情緒的 Pepper 還能做什麼？獨家打造未來咖啡館，從店長到店員，由
Pepper 帶你體驗帶位到點餐非人享受，快來 Future Commerce 與 Pepper 親密互動！
感應 RFID 體驗手環，扣除 200 點體驗點數，即可體驗，並獲得 Pepper 為你推薦的咖啡一杯！

虛擬助理 X Pepper 人臉辨識 X 未來販賣機互動應用

Future
Technology

看到 VIP 一臉就可以認出你？充滿互動智能與趣味的未來販賣機？更直覺人性的 AI 虛擬助理？結合各式
創新技術，未來的賣場互動將超乎你的期待！
感應 RFID，扣除 100 點體驗點數，即可體驗。

如夢幻境！走入幾米夢幻世界，療癒系 VR 感官新享受

Future
Connection

「這是我體驗遇最棒的 VR ！」策展人這樣說還不值得體驗嗎？不僅僅只是 VR 體驗，更是沉浸在幾米
構築的感動世界裡，立刻體驗感受前所未有的心靈療癒之旅吧！
感應 RFID，扣除 200 點體驗點數，即可體驗。

領先全球！來自屏幕後的你：Tomolive 即時互動系統

Future
Technology

還認為動畫都是先製作好的？未來我們與虛擬人物都將有更嶄新的體驗模式，屏幕內的角色從臉部表
情、肢體動作甚至於手指頭，都將直接與你面對面即時反應！快來體驗這項國際知名遊樂園都買單的即
時動畫互動技術！

科技餐飲 X Apple Pay 嚐鮮體驗：吃喝玩樂 one day pass

娛樂生活區

機器拉麵、溫控餐食、氮氣咖啡、3D 列印拉花咖啡…食衣住行娛樂，未來的一切都將邁向智能化…同
時大會與台新銀行獨家合作率先整合 Apple Pay 體驗，all intelligence 的生活就此展開！
一日快閃體驗！ 3D 列印拉花咖啡，4/27( 四 ) 與你相見。
Apple Pay 綁定台新銀行信用卡還有獨家驚喜回饋。

競速團賽，Game Challenge O2O 互動競賽

娛樂生活區
10 ｜ Future Commerce Expo

騎飛輪還能怎麼玩？率先結合開發團體即時監測模式與數據分析，整合了社群串連、定時 PK 及 O2O 互
動，將翻轉運動事業的全新可能性！
感應 RFID，扣除 50 點體驗點數，即可體驗。
競賽期間，還可以體驗點數贊助你看好的參賽者，贏得更多體驗點數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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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7 ( 四 ) ｜ 9:30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

未來舞台

4.28 ( 五 ) ｜ 9:30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

未來舞台

各式裝置、AI、大數據等技術全面改寫產業定義，形成新經濟 4.0 時代，無人化、自動化、情境化、極致個人化將全面襲捲而來，未來商務將成
為有機體，透過自我學習不斷成長不斷進化的商業模式。 Future Commerce 大會論壇由數位時代長期觀察產業新趨勢的觀點出發，以五大內涵，
匯聚趨勢新典範，拆解未來商務關鍵樣貌。
其中深入剖析未來商務四大核心，Future Business 挖掘創新商務模式、Future Technology 帶領觀眾直擊最新商務科技、Future Experience 近
距離體驗驚奇接觸點與 Future Connection 創造無限新連結，引領與會者進入未來，體驗新世代商務！
在數位經濟的時代中，經理人成了企業與網路科技接軌的關鍵角色。2017 年特別企劃未來經理人論壇，在啟動新商業模式之際，如何導入新管
理制度、新人才培養、創新決策，帶領台灣產業看見未來、引領未來、翻轉未來。

時間

議程

09:30

開場致詞

09:35

貴賓致詞

講者

何飛鵬／《數位時代》榮譽發行人

時間
09:30

何英圻／ 91APP 董事長

影音社群，開啟品牌互動新商機

三枝孝臣／ C CHANNEL 首席創意總監

在地合作 + 優質內容，
共同打造更好的數位影音環境

Dailymotion 亞洲區內容營運負責人

游五洋／天貓產品技術部供應鏈總監

10:00

10:30

新時代新媒體新商業

Sea Yen Ong ／ Spotify 亞洲區業務副總裁

10:30

席捲全球的人工智慧新經濟

林欽佑／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研發經理

11:30

重新定義新零售時代的消費場景

Rami Baitieh ／台灣家樂福總經理

12:00

智慧商務全新體驗

洪毓祥／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

創新商務模式

12:20

貴賓致詞
新零售 ― 品牌快速數位轉型之路

未來商務的下一步

Future Business

Future Connection

無限新連結
11:00
11:30

Antoine Nazaret ／

個性化創意廣告，
創造優質的品牌體驗

Alban Villani ／

「看」得到「買」得到，零售新體驗

藍緯民／ Yahoo 奇摩電子商務產品部副總經理

11:50

交流、觀展

講者

09:40

09:40

11:00

議程

Criteo 東南亞、香港及台灣地區總經理

交流、觀展

13:30

嶄新支付生態系，改變未來世界樣貌

鄭道永／ Visa 北亞區產品部總裁

13:30

從新商務模式到獲利創新，
未來管理驅動優勢再成長

徐瑞廷／ BCG 全球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14:10

AI 帶來的商業革命

邱麗孟／ NVIDIA 業務行銷副總裁暨台灣區總經理

14:10

新人才策略佈局 創造企業第二生命曲線

洪彣欣／ GPM 松誼企管總經理

昨日、今日與未來～
機器如何翻轉金融業

王俊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全球個金風險管理處處長

14:50

企業培養及引領未來領導人的重要關鍵

喬培偉／嘉惠集團總裁

15:10

IoT 打造未來商務無限可能

曾文興／明基智能副總經理

15:30

數位轉型加速器，
新世代智慧辦公室通信 4.0

沙舟／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15:30

運用 AI 與顧客深度互動，
帶來更好的消費流程

森正彌／日本樂天技術研究院全球負責人

16:10

佈局未來商務，建構創新策略優勢

湯明哲／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所教授

破除機器人神話！ Go to
Market 的商務實境應用

林義勛／沛博科技總經理

16:50

物流管理新思維：
運用科技搶占跨境商機

畢中偉／

VR 購物，「玩」出更多購物新發現！

鮑永哲／ HTC VR 新技術部門副總經理

Future Technology

14:40

未來商務科技

Future Management

Future Experience

16:00

體驗驚奇接觸點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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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新管理

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Future Commerce Expo ｜ 15

4.27 ( 四 )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講師名單

曾文興／明基智能副總經理
於明基友達集團內，累積近十五年的海外工歷練，曾任職於墨西哥、美國與中國大陸等集團公司；近年來致力
於企業物聯網策略發展與規劃，並積極參與國內外物聯網案例執行與建置。在資訊科技、網路科技和雲端應用

游五洋／天貓產品技術部供應鏈總監

等領域，有二十多年豐富多元的專業經驗。畢業於台灣大學機械工程研究所，並擁有美國史丹佛大學 IT 策略與
規劃課程授證。

現任天貓產品技術部供應鏈總監，2012 年加入阿里巴巴，歷任阿里巴巴集團政策研究室高級專家、阿里研究院副
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傳統產業轉型、C2B 與柔性供應鏈研究。

森正彌／日本樂天技術研究院全球負責人
Sea Yen Ong ／ Spotify 亞洲區業務副總裁

日本樂天技術研究院創始人及全球負責人。於東京、紐約、波士頓、巴黎和新加坡的研發中心，負責樂天的 AI

領導 Spotify 與合作夥伴關係和品牌活動的制定，主要負責協助全球代理機構和直接廣告客戶推動 Spotify 的廣告

術協會指導委員會計劃主席，DBSJ 主任，以及經濟產業省（METI）成員。

策略和技術研究與開發。同時也為日本信息處理學會（IPSJ）顧問委員會，JST-CREST 計劃顧問，日本信息技

策略。擁有 16 年在主流廣告和數字銷售領域的經驗，涵蓋移動，搜索，社交和程序化廣告。

林欽佑

／微軟亞洲研究院首席研發經理

林義勛／沛博科技總經理
現任沛博科技總經理，從廣告行銷大轉彎一頭鑽進機器人的世界，運用廣告人獨有的敏銳觀察力，洞察台灣機

擅長之研究領域包含知識運算、自然語言處理、語意搜尋、文件生成、問答系統以及自動摘要等。在加入微軟之前，

器人產業生態與需求現況，帶領「Pepper 保母團隊」實踐「robot as service」的想像，讓機器人真實的在生活

林經理從 1997 年起於南加州大學的資訊科學機構「自然語言處理及機器翻譯小組」擔任資深研究科學家。曾擔任

中為人們服務。

2012 年計算語言學學會議程共同主席、2011 年美國人工智慧協會「AI & the Web Special Track」議程共同主席。

Rami Baitieh ／台灣家樂福總經理
於 1995 年進入家樂福集團，曾在波蘭擔任組織系統經理，以及在土耳其與羅馬尼亞擔任 Commercial Director 職
務。擁有商品採購，營運，行銷，物流的豐富知識與經驗，加上對人才培訓的天份與熱忱，Rami Baitieh 於 2015
年 3 月升任總經理，負責管理家樂福集團在亞洲發展的第一個國家 - 台灣。家樂福在台灣耕耘 29 年，目前有

鮑永哲／ HTC VR 新技術部門副總經理
對電子產品使用者體驗與科技演變夙富經驗，在 2006 至 2008 年與谷歌安卓團隊合作開發全世界第一隻安卓手
機，後續負責 HTC 安卓機種系列軟體開發。目前除擘畫 HTC 在虛擬實境方向的科技藍圖與夥伴策略外，同時
也負責亞太區的市場方案與戰略合作，以建立 HTC 虛擬實境產品的品牌價值與市場份額。

12,000 名員工與 96 家分店。

洪毓祥

／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

4.28 ( 五 )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講師名單

研 究 領 域 涵 蓋 Living lab、Business model design for start-up、Smart manufacturing Service 及 IoT Smart
Commerce 等。帶領研發團隊運用技術成果加以產品及服務化，已有戶外智慧互動看板、數位媒體服務及可攜式
診斷機等軟硬兼施產品發表，並全數技轉廠商與業界。2008 年創立 IDEAS SHOW 輔導 300 家網路新創服務業者，
累計 132 億的投資規模。

何英圻／ 91APP 董事長
連續創業家，品牌新零售先驅，譽為台灣新零售教父。1998 年互聯網創業，連續創辦力傳資訊與興奇科技，
分別為當時台灣最大 C2C 與 B2C 平台。2013 年創辦 91APP，專注新零售領域，成功發展出 Omni-Channel +

鄭道永／ Visa 北亞區產品部總裁

Omni-CRM + Omni-ERP 品牌新零售雲服務模式，引領台灣零售產業數位變型。目前品牌客戶已超過 7,000 家，
連續兩年營收成長超過 3 倍，是目前成長最快速的新商業模式。

2015 年擔任 Visa 北亞區產品部總裁，負責建立推廣產品應用能力，同時監督香港、澳門、台灣、南韓及蒙古的
產品策略發展。曾任北亞區新興產品與創新業務部總裁，帶領團隊提升與金融客戶、技術合作夥伴以及商家之間
的關係，管理創新支付解決方案和平台的開發、測試以及商業應用等領域，並成功推動電子支付市場的發展。

三枝孝臣／ C CHANNEL 首席創意總監
1989 年進入日本電視台，負責企劃、創作、導演等工作，參與製作的節目超過 100 部。其中包括新聞節目

邱麗孟／ NVIDIA 業務行銷副總裁台灣區總經理

《ZIP ！》、綜藝節目《THE HIPPARE》、電視劇《還有明天》等。三枝在參與了視頻網站《Hulu》在日本的

擁有 30 年的工作經驗，曾在不同跨國企業奇異、微軟和嬌生公司服務。在銷售、市場行銷和業務發展有豐富的經

事 CCO，參與公司經營。

業務開展後，於 2015 年離開日本電視台，與 LINE 的前社長森川亮共同創立了 C CHANNEL，並擔任公司的董

驗。在 NVIDIA 前，曾是 GE 醫療中國首席行銷官，駐留上海。之前她是微軟大中華區資訊工作者業務群總經理，
駐留北京。遷往中國大陸之前，她是微軟臺灣總經理。加入微軟之前她任職嬌生公司，擔任不同市場行銷職務。

Antoine Nazaret ／ Dailymotion 亞洲區內容營運負責人
王俊權／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全球個金風險管理處處長

擁有超過 10 年媒體和網路產業經驗。加入 Dailymotion 8 年時間，讓 Dailymotion 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視頻平台

曾任職美國矽谷網商，1999 年進入台灣花旗銀行，後續轉任復華銀行、萬泰銀行及渣打銀行，歷任多項職務。於

體，內容製作商和創作者緊密合作，加速視頻平台的增長，現在擔任 Dailymotion 亞洲區內容營運負責人，擔

2006 年進入中信金，現職負責台灣與海外分子行個人 / 信用金融風險管理業務。領導團隊屢次榮獲國內外權威機

任 VP Content Asia 的角色。

之一，創造每月 3 億用戶和每天數百萬的影片觀看次數。在領導法國的內容戰略後，Antoine Nazaret 與所有媒

構有關大數據、客戶體驗等風險創新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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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 Villani ／ Criteo 東南亞、香港及台灣地區總經理
2017 年 3 月接任 Criteo 東南亞、香港及台灣地區總經理，自 2013 年 10 月至晉升成為總經理之前，他擔任
Criteo 東南亞地區商業總監一職。Alban 是 Criteo 新加坡分公司和東南亞地區業務的三名創始人之一，致力協
助 Criteo 奠定在亞洲的業務基礎，包括新加坡、香港、印尼、台灣、印度、泰國、馬來西亞、越南、菲律賓。
他亦曾與當地代理商協商策略聯盟，推動零售、旅遊、分類廣告市場頂尖廣告主的營收成長，建立與重要客戶
的關係。

We share the secrect of success
分享成功的秘密

藍緯民／ Yahoo 奇摩電子商務產品部副總經理
於 2012 年加入 Yahoo 奇摩電子商務產品部門 ，擁有超過 10 年以上的電子商務相關平台與產品規劃及開發經驗，
致力於規劃與整合實體品牌商 / 通路商的全通路服務，同時開發新科技於電子商務的應用，提供消費者好逛、
好買、好好玩的購物環境。

徐瑞廷／ BCG 全球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波士頓顧問公司（BCG）全球合夥人兼董事總經理、BCG 科技、媒體與電信 (TMT) 以及全球優勢（Global
Advantage）專題研究組的核心成員，曾任職於 BCG 香港、上海、名古屋辦公室，歷年參與許多企業組織改造、
大規模轉型、中長期策略、商業模式創新與全球化策略的規畫與執行專案。

洪彣欣／ GPM 松誼企管總經理

曾任職於美國上市公司人力資源部長，臺灣上市公司亞洲區人力資源總監，後續投身於顧問行業，將人資方案
推展於企業成為她獨特模式，也因此獲得廣大迴響與支持。以創造人才資產、提升企業貢獻為使命，至今服務
客戶已達全球 500 大規模，超過 16000 位領導人的自我探索導師。

喬培偉／嘉惠集團總裁

現任嘉惠集團總裁、亞太雲應用聯盟副主席，曾任美商大都會人壽大中華區副董事長、LOMA 國際金融保險協
會大中華區主席，專長精通於雲端運算產業運用、人力資本管理、創新培訓、企業混成學習、流程再造等領域。

沙舟／宏碁通信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加入宏碁集團前，任職亞太電信行銷長。資通科技產業 20 多年資歷包含台灣 Ericsson Innovation Center 總監
以及 Nokia 資訊主管。James 在 Swiss European University 取得工商管理博士。宏碁通信，致力提供新世代企
業 abUC 辦公通信 4.0 服務和解決方案，其服務提供行動分機、及 Unifed Communication 功能。

GPM (Grand Paciﬁc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松誼企管成立於1988年，與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Wharton School) 合作，率先導入學術界的企業培訓資源，亦與全球最大的人

湯明哲

／台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所教授

力資源專業服務公司 - HRD Press 合作，成為 MAP-EXCEL 管理才能評鑑與人才發展的全球中文總代理。
此外，GPM松誼企管亦於2000年成為第一家取得中國大陸地區管顧業執照的外資企業。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博士，專攻策略管理。於 1985 到 1995 年間任教於美國伊利諾大學香
檳校區，獲終身教職。1996 年轉赴臺灣大學國際企業學系任教，並擔任臺灣大學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第一任
執行長。目前為臺灣大學管理學院國際企業學系教授。

掌握最新管理新知

卓越管理發展系統

畢中偉／美商優比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負責台灣地區的營運及管理事務，於 UPS 服務二十多年，從業務發展至航空及轉運中心營運領域皆曾擔任要職。
累積豐富的跨領域管理經歷，並具備敏銳的洞察力和領導能力，全心協助 UPS 拓展業務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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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松誼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105復興北路101號9樓 Tel +886 2 2545 1056 Fax +886 2 2718 7718 www.gpm.com.tw

辦公位置不設限

全球辦公都方便

Acer abUC

辦公通信4.0
http://goo.gl/b0fBGE

全球都是我的網內!
軟體定義全IP企業專屬電話交換機，行動分機為內建標準功能。
支援全球SIP通信，使用者多寡可彈性增減。

業界首創月租套裝方案，通信功能服務大器全數內含
・ 手機即分機（無額外轉接費用） | 工作效率無限延伸
・ 可用手機輕鬆召開語音會議 | 超簡易的辦公室溝通
・ 業界最低進入門檻 | 輕鬆擁有融合行動與固網的高資安電信功能

20 ｜ Future Commerce Expo

業務洽詢專線： 02-6616-5166

・ 企業專線網絡直通電信雲機房 | 通話清晰無延遲
・ 端對端全IP通信架構 | 高效能IP傳輸，接通快，訊號不衰減

服務信箱： abuc.service@ac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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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Future Commerce Awards 創新商務獎

4.27 ( 四 ) ｜ 16:30

創新舞台

鼓勵新科技的應用、創意與商業結合，期待發掘以消費者為核心、掌握社群特質、運用互動科技的商務模式創新典範。邀請橫跨零售業、顧問業、
數位行銷業、網路業、研究機構及創新領域等專家評選六大獎項，每項分別選出金獎 1 名、銀獎 2 名、銅獎 3 名和評審團大獎 3 名。

時間

議程

16:30

活動入場

17:00

主辦單位致詞

講者

陳素蘭／《數位時代》執行長
詹方冠／國家發展委員會產業發展處處長

17:10

貴賓致詞

林崇傑／台北市產發局局長
17:20

評選說明

楊惠芬／《數位時代》副總編輯

17:30

評審團代表致詞

張嘉淵／廣達電腦技術長暨副總經理

頒獎

17:40

評審團大獎

詹方冠／國家發展委員會產業發展處處長

最佳商業模式

林崇傑／台北市產發局局長

最佳體驗創新

邵懿文／電通安吉斯集團台灣數位長

最佳產品創新

王國君／全家便利商店創新實驗計畫綜合企業本部本部長

最佳技術創新

蔡祈岩／信義集團資訊長

最佳管理創新

萬幼筠／勤業眾信總經理

最佳商務創新夥伴

賈景光／ IBM 全球企業諮詢服務事業群

完整得獎名單刊登於《數位時代》2017 年 5 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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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8 ( 五 ) ｜ 08:30

Future Commerce x 電通安吉斯集團

創新舞台

啟動未來創造力
時間

議程

講者

08:30

來賓入場，現場備有 Wheelys Café 智慧咖啡車

09:00

開場致詞

邵懿文／電通安吉斯集團台灣數位長

09:10

科技力，開創未來顧客新體驗

栗林祐輔／日本電通全球事業創新中心
邵懿文／電通安吉斯集團台灣數位長
栗林祐輔／日本電通全球事業創新中心

09:30

創意新視界座談會

周麗君／台灣電通創意長
山本雅啟／貝立德副董事長
任立中／臺灣大學全球品牌與行銷研究中心主任、台灣行銷科學學會秘書長
09:50

後設競爭力，開打！

夏雨農／台灣集思總經理
10:20

未來商務力，再創品牌新價值：
亞太區成功案例大解密！

10:50

中場休息暨互動體驗

Patrick Deloy ／ Managing Director & Co-Founder at Bluecom Group (Isobar Commerce)

鄧孔彰／貝立德品牌娛樂開發部總監
11:10

轉動娛樂行銷大未來

艾力克斯／藝人
11:40

科技 X 顧客 X 策略驅動大數據革新
精準數據力，商業績效再進化！

12:10

終場暨互動體驗、Tesla 開放試乘

Jonathan Edwards ／ Regional head of Data, Analytic & Operations iProspect APAC

4.29 ( 六 )

深入直播經濟，剖析應用未來

09:30

未來商務特別場直播新經濟論壇
時間

議程

講者

09:30

來賓入場

10:00

拆解直播生態圈及直播操作關鍵要素

程世嘉／ LIVEhouse.in 創辦人

10:30

內容策畫，挑戰 Real Time 的真實互動

邱瀅憓／ Yahoo 奇摩媒體傳播事業群副總經理

10:50

傳統媒體看直播：直播新經濟，in or not ？

嚴濰秜／東森新聞雲數位內容發展部副總經理

11:10

直播電商，隨處可見的驚人變現動能

葉建漢／時間軸 FriDay 購物總經理

11:30

從素人變網紅，掌握網紅養成與獲利思考

黃立成／ 17 Media 創辦人

11:50

會後交流

主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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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舞台

HAPPY PARK 互動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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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HOME ╳ Future Business
每個空間都將成為商務空間
未來，家裡的每一個物件都彼此相連，構築了全面智能化的世界，機器人比你
還了解自己，想要的東西隨手就能客製…所有的數據都連上線，從鏡子、冰
箱、躺在桌上的雜誌書籍…每個空間、每個物件都將成為商務創新點，展現 Sell
Anywhere, Everything, Any Type, Any Time 的商業新世界 ....

兒童陪伴機器人 ibotn

／ 不只陪伴的可愛小隨從

針對 0~6 歲的幼兒所設計的陪伴機器人，結合神經網絡技術與深度學習，可以精準鎖定目標位置，跟著幼童在家中移動確
保安全；語音辨識系統 Sphinx 則是能在孩子哭聲異常時透過 App 通知父母遠端監控孩子在家中的一舉一動，未來還有可
能結合商城，讓你的各種需求隨時滿足。
贊助提供 – 威剛

有靈魂的智慧家電 Google Home

／ 除了 Echo 外，我們還可以有更多選擇

沒有複雜按鍵，Google Home 是一台居家的小秘書，從居家小百科、娛樂助理到生活秘書一手包辦，強大的 Google
Assistant 做為 Google Home 的靈魂，讓使用者可以隨心所欲的以『語音』直接詢問任何想知道的事情，控制家中其他物聯
網產品，完成把約會加到日曆，預定航班，控制燈泡，購物清單…等生活瑣事，未來連家庭之外的都能控制，例如智慧汽
車。

智慧魔鏡 HiMirror

／ Smart Mirror, Smarter Beauty

在家裡照鏡子就能分析肌膚狀況？融合人臉辨識、雲端分析、光學設計、人機互動介面、隱私安全感貼心設計，Hi Mirror
以不沾手感應介面，讓使用者透過手勢辨識就能操作。無論是協助管理保養品的虛擬化妝櫃、建立個人化的使用步驟的軟
體介面設計，或是結合無線地墊，即時呈現體重、體脂、BMI、時間統計圖，還可以進一步搭配鏡面顯示，進行直觀的互
動式指導臉部按摩，開啟全新的美麗健康事業的想像。
贊助提供 – 三緯國際

3D 印表機 Mini Maker

／ 想印就印完全客製的家庭概念店

當想吃什麼就印什麼，想用什麼就印什麼，想玩什麼也印什麼的時代即將來臨？當 3D 列印全面普及，每秒都不相同的需
求都能獲得滿足，或許，當所有東西無處不印，購物即將以另一種型態全面展開！
贊助提供 – 三緯國際

AR 情境 ╳ 虛擬客廳就地打造

／ 改變空間營銷的魔術師

結合 AR 情境體驗，房地產廣告、家俱在街頭在任何地方都能創造等比擬真的陳列及導覽效果，想看房？想看屋？想了解
傢俱到底適不適合？嘿，只要一台手機一個畫面就夠了，直接點選還可以進一步看介紹，甚至直接購買呢！
技術支援 – 宇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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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Business 挖崛創新商務模式
A1-02~07
智慧商業服務創新應用體驗區

到了商店拿了就走？到收銀台就能自動結帳？由工研院服

工研院輔導的優秀廠商
與您生活消費相關的創新創意
歡迎來參觀智慧商業服務創新應用體驗館

務系統科技中心研發的智慧商業服務應用技術，將服務設
計、系統整合及跨領域專業等核心技術，應用於智慧生活、
冷鏈物流與健康照護等領域，透過智慧商業服務創新應用

攤位編號

體驗區，體驗自助結帳、取貨等新型態商業服務情境，從
物流到商流，讓您搶先體驗未來商業的便利及價值。

A1-02
現場體驗新消費模式
可獲得神秘小禮

智慧化自助結帳櫃檯：提升顧客付款速度與多元性，降低企業人為作業損失。
動態才積重量辨識：免除顧客與企業人為誤判寄貨商品重量與體積之負擔成本。
無人包裹智取站：打造顧客 24 小時便利自助取貨，節省企業物流配送成本。

www.sblpo.org.tw

智慧商業服務創新應用展示業者
輝盟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FREEMAN INDUSTRIAL Co., Ltd
多元通路整合服務計畫，實體專櫃結合網路及社群服務進行銷售，提供消費者網路試穿預約、實體專櫃完成試穿及購買。
同時以雲端協同工具來降低設計溝通成本、縮短產品開發時程。
www.freeco.com.tw

智慧化自助結帳櫃檯
/動態才積重量辨識/
無人包裹智取站-智
慧商業服務新體驗

行銷人最需要的「
精準推薦雲」及「
消費洞察雲」的數
位行銷雲服務

運用線上資料庫進行

打造O2O虛實互導

試穿預約、顧客管

新零售模式，使服務

理、協同設計，創造

創新並提升通路價值

虛實整合服務新體驗

知意圖股份有限公司 Etu Corporation
Etu Nexus 針對行銷人設計二項數位行銷雲服務：「精準推薦雲」提供電商精準個人化推薦；「消費洞察雲」提供客群行
為分析，強化會員經營。幫助電商、品牌、媒體，透過分析消費者線上行為，了解客戶跨裝置的數位軌跡。
www.etunexus.com

阿瘦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SHUI-MU INTERNATIONAL Co., Ltd.
傳統鞋業打造 O2O 虛實互導之全時空新零售模式，藉由服務創新提升通路價值，讓百萬會員享受美好健康生活的新體驗。
www.aso.com.tw

* 現場完成智慧商業服務創新應用體驗，可領取精美贈品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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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carolyn4112@itri.org.tw （邱小姐）
計畫網站：http://www.sblpo.org.tw/

經濟部商業司廣告

Future Business 挖崛創新商務模式
A1-01 東陞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A1-15 團團賺科技有限公司

新型態的咖啡吧台體驗操作

體驗掃描 Screea 專屬 QR 碼，立即送 1 點 ( 價值 1 美元 ) 知名人物助陣、問答有獎

OTFES/ 自動擬人化的咖啡沖煮系統
設計 + 製造 + 資訊科技來提升咖啡產業的消費體驗，消除精品咖啡與消費者間的最後一哩，是我們致力的目標，帶給消費者更
便宜但更優質的味覺享受。
www.otfes.com

Screea APP / 生活中的分享經濟
Screea 是由生活中的遭遇而衍生出的想法。而此感受人人都有但無人想出解決方案，而經過多次反覆研討，而終於實施的共 ( 分 )
享經濟模式！
www.screea.com

A1-08 亞洲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1-16 威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選出最愛的旅行城市，限量 2017 請假攻略年曆免費送

與背板合照並打卡上傳 FB，限量贈送好禮咖啡券乙張

AsiaYo/ 提供旅客便捷的亞洲等地民宿訂房
AsiaYo.com 提供最優質、獨特的住宿選擇，涵蓋台、日、韓、泰熱門旅遊國家，更有獨家精選的主題住宿、親子民宿與運動旅
宿！真實的住客評價與線上快速訂房功能，讓你輕鬆找到最理想的住宿選擇。
asiayo.com

全方位的業務員管理 業務王 APP / 提升您團隊組織的重要利器
威納科技秉持革新的理念，提供完整的數位開發與行銷服務，其中包含了網路系統開發與整合、網站經營策略規劃、數位整合
行銷與廣告、網路活動企劃等服務。期望能在快速變遷的網路世界裡，為客戶創造無限價值。
www.unidyna.com / www.salesking.com.tw

A1-09 微雪移動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

A1-17 商線科技有限公司

分享贈送好禮

開店顧問免費諮詢，再送市價 4000 元開店懶人包！

微雪 VicShare / 分享即共用的創新經濟模式
一切從分享開始。微雪是整合 O2O、B2C、C2C 吃喝玩樂的平臺，結合自媒體力量提高店家曝光量。融合分享及共用經濟創造
互利為概念的商業模式，並驅動市場經濟活絡。
vicshare.com

創新自助式網路開店平台 / 完整功能創造電商品牌利潤極大化
SHOPLINE 致力於發展創新自助式網店平台。不僅最大化商家能自行修改商店介面的彈性，更全面提供包括訂單管理、金物流
及數據分析等電商功能。目前累積已超過 80,000 個品牌選擇透過 SHOPLINE 開店，更陸續獲得 500 Startups、阿里巴巴創業基
金投資！
shopline.tw

A1-10 日商思達典雅樂寶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現場體驗 AR 擴增實境技術，應用案例說明分享
COCOAR2/AR 擴增實境 app 可無限製作的行銷利器
思達典雅集團為製作電子書軟體及提供 AR 擴增實境、網路建置等 IT 服務的公司，並於日本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日商思達典
雅樂寶台灣分公司於 2015 年成立，主要業務為網路應用程式的銷售與維護。
www.coco-ar.jp/tw

A1-11 永沛川有限公司
體驗未來商務下單流程送贈品，線上下單、線下收單，一隻手機搞定。
線上線下整合全通路的銷售平台、適用於攤商、店家、或連鎖跨國銷售
為了解決創業初期節省軟硬體成本，開發出可應用於線上線下皆可收單的銷售平台，且從攤商、開店或是連鎖商店、
跨 國 銷 售 管 理 平 台， 都 是 使 用 同 一 套 簡 單 操 作 且 容 易 入 門 的 整 合 銷 售 平 台。 我 們 也 很 樂 意 與 各 大 電 商 商 談 合 作。
www.upos.tw

A1-12 動物雲網路科技有限公司
下載 app 體驗送好禮
雲端貨架 / 企業數位加盟型態，社群經濟 / 分享發文賺紅利
以關懷動物及便利寵物生活為核心所組成的團隊，公司創立於 2014 年，以電子商務及倉儲物流為營運基礎，逐步開發網路 IOT
智能設備系統 ，致力於創造更多元化且更便利的連鎖商業生活圈。
www.animalstore.com.tw

A1-13 薩摩亞商詮譯國際投資控股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發送 TourTalk 譯遊旅遊管家約 500 元優惠券、加入 FB 粉絲可於現場抽獎
TourTalk 譯遊 / 真人視頻翻譯與旅遊管家平臺
TourTalk 譯遊旅遊管家，第一個「真人視頻翻譯與旅遊管家平台」目前由千位中英日韓泰旅遊管家提供服務。出境遊客在行前
能輕鬆獲得目的地的各項資訊，行程中管家為遊客答疑解惑玩轉當地人好吃好玩好去處。
www.tourtalk.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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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Business 挖崛創新商務模式

A1-18 客遊天下旅行社有限公司
下載 KLOOK App 送旅遊折價券。現場下單再送優惠！
KLOOK 客路 / 亞洲最大旅遊體驗預訂平台
KLOOK 客路為一站式旅遊體驗預訂平台，於 2014 年創立於香港，並迅速在亞洲各主要城市拓點。KLOOK 客路成立後，陸續獲
得多項獎項，且為亞洲唯一入榜 2015 App Store 年度精選的旅遊 App。更於 2017 年 3 月獲得紅杉資本領投的 3000 萬美元 B 輪
融資。
www.klook.com/zh-TW

A1-19 歐斯瑞有限公司
走出台灣，將你的商品銷售全球。展覽期間內免費諮詢，還贈送精美小禮物！
Magento / 全球使用率第一名的電子商務平臺
歐斯瑞團隊專精跨國企業之全球電商建置。擅長電子商務設計，外部系統導入，全球性金物流整合，B2B/B2C/marketplace 多
管道銷售等。另擅長數據分析，團隊擁有多項行銷與工程證照，是您企業在電商上最好的夥伴！
www.astralweb.com.tw

A2-1 經邦國際有限公司
每日提供 10 名免費名額，輔導店家業績增長。推動社區合購，免費教育訓練。
透過免費 APP，推動商品合購，產地直送買家。改善食品安全。網羅全台 700~800 家地方特產，匯集特色小吃。歡迎自產自銷
的廠商一起加入打拼與合作！推動社區合購徹底改善食品安全問題。
www.ezbuy-app.com

A2-2 塔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下載逛街吧！逛街購物享折扣
提供線上線下廣告，虛實整合方案
Tagtoo 科技致力於網路廣告服務於 2010 年成立，早先以服務 EC 店以商務客戶為主，2017 年推出 OTO 解決方案。
www.tagtoo.com.tw

A1-14 Gandi Asia Co. Ltd.

A2-3 有理百物

現場獲得免費域名 (free domain names)

展覽期間註冊會員，贈送網站購物金！

網域名稱註冊、雲端主機服務、SSL 認證、企業域名管理服務
Gandi 是網域名稱註冊與雲端主機服務提供商，總部位於巴黎，是全球前十五大註冊商之一。目前，Gandi 管理了超過 200 萬
個域名，提供客戶可註冊的域名超過 700 種，並持續增加中。
www.gandi.net

Unipapa / 獨特網路商店，替品牌改良、設計產品並銷售
Unipapa 從簡約質感出發，重新打造與挖掘品牌。
www.unipa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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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Business 挖崛創新商務模式
A2-4 微蜂股份有限公司

in Shopping Mall ╳ Future Technology
創新科技加值服務新價值

展覽期間註冊會員，贈送網站購物金！
以產銷覆歷的產品實行「產地直送」，運用獨創的「團購公車」
HungryBee 以提供便利的服務為主要精神，不只節省大家的時間，更節省大家的金錢，讓大家可以在「買東西」這件事情上花
最好的時間及金錢買到自己最想要的東西。
www.hungrybee.net

各式創新技術科技到底該如何應用？結合了無人化 / 自動化、個人化及
情境化，賣場即時監測所有人潮狀況，適時推播最新促銷商品，超級 VIP
在一進門就可以認出來，連最新的販賣機都可以即時獲取你的資料及喜
好，而當你不知道該逛什麼？別鬧了，隨口問一下虛擬助理就可以提供

A2-5 喬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最適宜的建議……而這些新科技技術將創造倍增商務的經營新機會。

攤位體驗 Apple Pay 線上購物，立即獲得超實用小獎品
TapPay / 完整金流串接，讓結帳速度與購物體驗完美並存
TapPay 目前專注在線上支付金流服務，提供卡片快速付款及 Apple Pay 串接服務。其他免跳轉結帳介面、一鍵支付、( 不 ) 定
期 ( 不 ) 定額自動扣款、高規格資安保障、防堵偽卡交易，大幅提升訂單轉換成交率。此外還可快速擁有 Apple Pay。
www.tappaysdk.com/tch

Pepper 服務型機器人

／ 用識人之明，將服務萌到心崁裡

機器人的發展應用愈來愈多元，近年來最夯的 Pepper 人形機器人，由日本軟銀研發，台灣鴻海製造，裝載語音、情緒識
別技術，除了與人進行交流互動，更能變身賣場最佳代言人，為你慧眼識 VIP，並提供他貼心萌翻的體驗

A2-6 瑞艾科技有限公司

贊助提供 / 技術支援 - 沛博科技

虛擬人物智能秘書 Belle
互動物聯網智能秘書 Belle
瑞艾科技專注軟硬體整合開發，發揮技術的優勢、跨平台整合能力的廣度，提供給您全方位技術整合的解決方案。不僅滿足客
戶的需求，更提供更多嶄新技術的應用，讓客戶的服務方案有無限的延伸，進而產生更高價值的應用。
rai.dscloud.me

未來販賣機

／ AR 科技 X 未來零售 X 智慧販賣機

「AR 體驗經濟」正在發生，戶外販賣機變身為虛擬機器人！不但能隨時記錄購買歷程與消費喜好，即時推薦個人化商
品，透過情境式體驗還可以獲得免費商品，跨螢的互動應用將為消費者與商家間創造雙贏。

A2-7 相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提供 / 技術支援 - 宇萌數位、天來科技

參展期間標準版 BIM Box 限定折扣！
BIM Box / 全球第一台可以簡單自行架設的私人專用即時通訊主機
由具有全球知名企業開發經驗的研發工程師所創立，開發過的產品包括金融交易系統，通訊，手機工具軟體，遊戲，低功耗藍
芽裝置，電動機車後台系統等，專心致力於提供行動裝置，雲端服務，系統整合等各項軟硬體解決方案。
www.amphiware.com

虛擬助理

／ 讓賣場導覽活起來的聰明幫手

在未來商場，充滿了更直覺人性的 AI 虛擬助理，透過語意辨識、深度學習、人臉辨辨、感應互動，賣場導覽不再只是

A2-8 若森股份有限公司

冷冰冰的觸控螢幕，更能透過大數據的分析，更了解消費者的輪廓及需求喜好，可精準的推播、推薦相關訊息。
技術支援 - 碩網資訊

體驗後台服務系統，免費提供試用與諮詢服務！
若森全通路零售後台服務系統 / 為品牌量身打造最佳的營運模式
若森針對中小型零售業者設計一套雲端服務系統，來集成線上線下、企業內外部各環節的資訊流、金流與商流，並提供多樣化
的經營工具，進一步協助企業提升銷售，轉型新零售模式。
www.moshimori.com

A2-9 箴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玩遊戲拿價值 $6000 好禮、填問卷贈小禮
好厝 HOWTRUE/ 獨創不動產社群經濟概念，打造知識與利潤的共享平台
好厝是資產管理暨資訊科技公司，專注不動產領域，透過系統分析客戶需求，提供即時、精準和安全的交易服務。利用資訊科
技解決每個人不同時期所面臨到住和不動產的議題，共享知識與利潤，為用戶打造更美好富足的生活。
www.howtrue.cc

A2-10 蘿瑞有限公司
現場限時下載台灣錘子 APP，立即送點數三點！
台灣錘子 / 精準即時媒合服務平臺
因有感於台灣的大環境下，總是盲茫忙……畢業後，工作和興趣或專長無關……想轉職，但能力和經驗無法被看到，履歷總是
石沉大海……這些人都是缺少管道的良駒。我們想要建立一個讓大家都能使用且改變人生道路的環境。台灣錘子，就這樣誕生
了。
www.hammert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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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echnology 直擊最新商務科技

Future Technology 直擊最新商務科技
B1-07~10
資策會 - 智慧零售體驗區

B1-01~06 威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有可愛小禮物
威剛代理銷售的機器人，是適用於全家人的服務型機器人。針對 0 ~ 6 歲的幼兒提供有趣的有聲書及教育內容；透過語音互動、
拍照錄影和遠端操控，達成親子互動，是家裡少不了的好幫手。
www.adata.com

民眾可現場使用由資策會研發的「Hi Magic 購物棒」體驗未來虛實整合的購物情境空間，感受「輕購物」的
智慧零售消費模式 ! 只要簡單透過購物棒掃描商品條碼即可快速購物，「掃貨」不再大包小包。結合自助結
帳及 AI 智慧推薦，得到專屬的商品折扣與推薦，消費者可選擇 LINE PAY 或是信用卡付款。此外，體驗區內

B1-11~14 91APP, Inc.
「新零售系列講座」免費參加，參加即贈精美小禮（數量有限，送完為止）
91APP 新零售解決方案採用 SaaS 雲服務模式，協助品牌新零售佈局。
2013 年創立，為台灣成長最快及最大的新零售（New Retailing）解決方案公司。現有 300 位員工及超過 7,000 家知名零售品牌
合作。91APP 已成功協助諸多品牌完成新零售佈局，未來將持續透過技術創新及累積品牌經營實務典範，引領整體零售行業再
升級。
www.91app.com

B1-15~16 億貝股份有限公司
舉辦多場跨境電商小講座、eBay 創新購物體驗展示
eBay 平臺 / 全方位掌握跨境電商流程
eBay 作為全球商務領導者，連接全球數以億計的買家與賣家，提供完善電子商務平臺及服務，如大數據分析、人工智慧、金流
及物流解決方案。eBay 在台灣致力推動跨境電子商務零售出口產業發展，協助台灣賣家做全球市場生意。
ebay.com.tw

B1-17 商湯科技
技術特效展示，產品 demo 播放
SenseAR &SenseRobot / 基於人工智慧技術的現實增強特效 & 機器人解決方案
商湯集團致力於引領人工智慧核心“深度學習＂技術突破，構建人工智慧、大資料分析行業解決方案。在人工智慧產業興起的
大背景下，商湯集團憑藉在技術、人才、專利上超過十年的積累，迅速成為了人工智慧行業領軍企業。
www.sensetime.com

B1-18 華勉電訊股份有限公司

也將以婚紗店情境中展示「Mi Taylor 3D 智慧量身機」以及「魔幻虛擬試衣機」。透過 3D 量身系統快速精確
測量身體數據，再搭配擴增實境技術，民眾可以立即看到試穿婚紗後的樣子，婚紗挑選不再費時費力。歡迎
蒞臨此展區，體驗這充滿未來感的輕鬆購物體驗！
Hi Magic 購物棒全台首次登場，快來現場體驗 O2O 與 IoT 趨勢勾勒出的全新消費世界
只要轉個圈， Mi Taylor 3D 智慧量身機就能精準掌握你的身型喔！
試穿婚紗好麻煩！？ 那還不快來試試輕鬆穿搭的魔幻虛擬試衣機，看看哪套婚紗最適合妳

IoT 智慧商務推動小組 - 創新應用實驗區 B2-01~06
B2-01
「IoT 智慧商務推動小組」致力於推動智慧商務發展，並與廠商共創生態系為主要目標，積極整合 IoT 智慧商務
的產業資源、群聚各界的聲音、凝聚業者力量，共同推動傳統商圈、零售通路導入智慧商務等創新服務。

B2-02 天奕科技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Starwing eCommerce Co.
為國內最領先 iBeacon 微定位應用商，致力於開發適用於各類實體場域的 LBS 虛實整合行動應用，擁有國內最
大 iBeacon 行銷平台「FootPoint」。
www.starwing.com.tw

打卡贈好禮
協助企業建置跨國 MPLS 私有網路、視訊會議、電話語音等解決方案。
JMC 華勉電訊為企業客戶提供各種高速可靠且具備成本效益的方案，主要產品為企業私有網路服務 SDN ＆ BGP、企業通信 4.0、
企業移動通訊 app、SD-Wan、資安、多點視訊會議、主機代管、雲端服務。
www.jmcnet.com

B1-19 優拓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體驗多元商務 Chatbot，贈送限量帆布袋與悄悄話貼紙
商務機器人解決方案 + 品牌輿情監測助手
優拓資訊為新銳的 AI 團隊，以資料科學為核心，藉由資料分析、推薦系統、行動思維與聊天機器人，協助企業槓桿社群效益、
提升行銷與銷售效率，在大數據時代與受眾進行最有效、最精準的溝通。
www.yoctol.com

B2-03 愛雀客股份有限公司 iCheck Co., Ltd.
日用與美妝品的社群分享平台，透過 APP 數據收集與分析，iCheck 打造了台灣最大的消費者日用美妝的偏好資
料庫。
www.icheckapp.com.tw

B2-04 福井科技有限公司 ChuMe
ChuMe 啾咪線上訂飲料，主揪不用再逐筆登記，好友不用下載 App，透過分享連結即可邀請 LINE/FaceBook 好
友一起訂，省下電話費，輕鬆訂飲料！
www.chume.cc

B2-05 奇寶網路有限公司 KPN
B1-20 全林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提供企業行銷數位化服務，以提升客戶績效為導向，引領企業找到網站核心流量，完成實時營銷流程。
www.seoseo.com.tw

粉絲團抽獎、到店參觀禮、現場抽大獎
Free AD WiFi / 結合百貨賣場、公共空間等提供免費 WiFi
以從事電信產業起家，於 2014 年起開始致力於 WiFi 系統的發展。全林實業 Free AD WiFi 團隊為提供更多 WiFi 服務，結合大
型百貨商場、商圈、賣場及大眾運輸等，透過整合性的服務，打造全台最友善的 WiFi 環境。
www.adwifi.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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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06 勝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HyXen Technology Co., Ltd.
致力於在行動裝置上提供適地性服務，掌握客流！準推播！造營收！
www.hyx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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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21 雲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現場加入「8」官方 Messenger 及 LINE@ 體驗應用，就送您小禮物唷！
電商跨即時通訊行銷平台
不用再打造昂貴不易維護的 App，即刻透過全球最多人使用的 Messenger 與 LINE，快速跟您的客戶建立連結，從認識到認同、
回流到續購、消息轉消費，我們是提供中小企業及創業店家最佳的通訊及行銷平台。
http://no8.io

B1-22 碩網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整點互動體驗送毛絨保護套
SmartRobot 智能機器人 / 自主智能服務平台，快速解決問題
碩網資訊深耕於人工智慧技術的研發，協助企業運用各種機器學習、感知運算等技術，將內外部各種資訊流融會為企業智慧大
腦，從而開發各種企業專屬之智能機器人應用，讓企業客戶活用 SmartData 打造專屬競爭優勢，邁進生產力 4.0 時代。
www.intumit.com

B1-23 緯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人臉辨識系統，快速辨別您的年齡和心情，也辨識出無限商機！
Microsoft Azure / 企業步上雲端的最佳平台，營運不受限，隨時靈活應變
緯謙科技為緯創集團旗下子公司之一，致力提供產業雲端解決方案。我們瞭解企業需要能配合營運成長且可靠的服務，我們協
助您的企業穩健上雲，並提供媒體直播、電子商務、資安管理等加值方案，讓雲端為您發揮最大效益。
www.wiadvance.com

B1-24 Accupass 活動通
更多活動好故事、好點子，都歡迎前來攤位，和我們聊天互動！
匯集藝文、論壇、會展等資訊，也提供活動策展人便捷策展的平台
提供企業或個人上刊活動、販售電子票券、統計人數等服務，能輕鬆於手機或電腦完成購票。同時也是資訊豐富的活動平台，
每年有超過萬檔活動上架。與中國大陸的姊妹站「活动行」，為亞太區活動量最大的活動平台。
www.accupass.com

B2-7~8 英霸聲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XPUMP 現場體驗，優惠代碼現場送！
XPUMP 音訊處理器
世界上最小的家庭劇院在群募平台 Kickstarter 達到 910% 的募資目標。英霸聲學科技由資深音專家們，共同組成的團隊。團隊
的訴求即是打破硬體與軟體的束縛，透過自家的專利技術，來釋放聲音的潛力，讓使用者能輕鬆的體驗聲音的樂趣。
https://www.xround.co

B2-9 ATLAS 17
攤位打卡就能得到免費使用帳號！網站加速、防駭一次搞定。
Atlas 17 ／ 網路加速與安全防護方案
透過 Atlas 17 的 Transit 服務，協助商家提供更快速、穩定的影音串流或線上服務，同時降低系統的維運成本。Atlas 17 的
Shield 能提供良好的 DDoS 防禦能力，制敵於境外，維持營運不停擺。
www.atlas17.com

B2-10 SparkAmplify
活動期間請至 www.sparkamplify.com/trial-tw 申請免費使用體驗
人工智慧精心規劃的海外行銷資訊平臺
海外行銷就靠它！ SparkAmplify 脫穎而出，從 6000 位來自全球 80 個國家，遍及世上 200 座城市的申請者中挑選出為五十強
矽谷 Startup Grind 全球新創公司 (Google Sponsored Event)。
www.sparkamplif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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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11 awoo 台灣前進
馬上申請，免費試用 30 天！
awoo 成長駭客平臺 / 自行操作完成效益高速成長成果
亞洲行銷軟體服務（Marketing SaaS），運用 Crawler 與 NLP 技術、提供企業流量與營收高速成長解決方案。在台灣已超過
6500 間企業註冊使用，並創造了流量十倍成長、營收五倍成長與一年超過六千萬營收增長多個成功案例。
www.awoo.org

B2-12 大媽資訊有限公司
馬上申請，免費試用 30 天！
智能金融理專「DamaWin」
Recover Your Loss & step by step into Profit. DamaWin 讓投資掌握在您手裡，拿回「投資自主權」，認真工作、生活照過、投
資照賺。
b2c.damawin.com

B2-13 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問券回填贈送小禮物
Vital 雲端家族 / 專為中小企業打造的全方位辦公室解決方案
叡揚資訊成立於 1987，也是區域級資訊軟體與雲端 SaaS 服務供應商。長期關心客戶的經營需求，經由成熟的軟體工程、先進
的協同、行動通訊、雲端等資訊科技，開發出流程 e 化與創新應用系統，贏得 2,000 餘客戶及超過上萬個雲端用戶的肯定。
www.gss.com.tw

B2-14 優護平臺股份有限公司
行動優照護，即時預約居家照護
「優照護」為全台第一家針對短期居家照護的第三方預約平臺，提供即時透明的資訊與專業的服務。我們的核心價值是：讓有
需求的人，安全又方便地找到合適的照護人員，同時，也讓照護人員安全地提供服務、自主管理個案，並增加收入。
https://ucarer.tw

B2-15 Livehouse in
產品介紹 & Demo
LIVEhouse.in 提供專業的直播體驗及一條龍整合行銷 。
愛卡拉專注於人工智慧及網路影音技術研發，公司優先取得 Google 最新人工智慧及雲端技術的權利，旗下 StraaS.io 為網路影
音技術及人工智慧技術 SaaS 平台，讓企業主用雲端租用的方式打造影音應用。
livehouse.in

B2-16 奇點無限有限公司
打卡贈小卡與阿宅數學家專業解說
首個能夠預測東京迪士尼所有設施等待時間，以及智慧攻略排程的 App。奇點無限專注在資料科學的民生應用，從資料中找出
洞見，改變您的決策向量！
singularinfinit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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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tore ╳ Future Experience
未來消費 嶄新體驗

C1-07~12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完成指定任務：下載 APP、按讚台新優惠市集，送好禮

當新科技融入生活，該如何打造 Wow 的驚奇體驗，將成為消費者心中高下立

【聰明消費】使用 Apple Pay，手機就是你的信用卡。下載台新卡得利，最貼心的信用卡行動服務。
【輕鬆理財】下載 Richart App，體驗全新數位整合帳戶。
【便捷服務】跨行存款 / 無卡提款，感受網路銀行 / 行動銀行 /ATM 超便利的金融服務。
迎接金融科技時代來臨，台新銀行著重提升自動化與智慧化的服務，並以『創新服務提供客戶最佳體驗』為核心價值；持續為
客戶提供全方位的數位金融的產品與通路。
www.taishinbank.com.tw

判的決勝關鍵。從咖啡館到書城，整合無人化互動體驗，當服務你的店員都是
機器人；當我們看的感受的都不再受限於實體，實體與虛擬界線逐漸模糊，攻
殼機動隊的畫面都不再僅止於士郎正宗的想像，客戶體驗接觸點，才是加值商
務服務的新價值。

C1-13~16 EagleEye 鷹眼數據

Pepper 服務型機器人

／ 店長到店員，介紹點餐一次包辦

機器人當起餐廳服務生來搶飯碗啦！還以為 Pepper 只能在門口當招財貓？不會做家事、無法扛重物，但他能將服務變的更
完整，未來機器人將全面充斥我們的生活，在門市為你招覽生意、介紹產品、推薦餐點，還可以跟你互動聊天玩耍，從點

免費參加「洞察關鍵數字」講座，即可獲得精美好禮乙份！
EagleEye 瞭解「消費者喜好」，善用「數據 DNA」細胞驅動行銷魂，為你整合全資源，讓企業營收加倍。我們認為，不管企
業規模是大或小，都需要一個專屬 DMP。除了企業 DMP，我們提供電商專屬所需的視覺化模板，可快速洞察超過 20 種不同維
度組合的關鍵數字。
www.eagleeye.com.tw

餐到購買一手包辦。

C1-17~18 智慧時尚股份有限公司

贊助提供 / 技術支援 - 沛博科技

現場參與互動遊戲，體驗 CheckMe 逛街集點的樂趣，得點兌換各項好禮！

mooInk 電子閱讀器 ╳ Readmoo 線上書城

／ 專為繁中閱讀而生的行動圖書館

2011 年 7 月從資策會創研所分割成立，提供消費集點服務與社群行銷方案，並成為國內領先的「電子禮券」兌換平臺。
2014 年起結合電子禮券與 iBeacon，發展數位行銷工具，以 APP 結合定位服務及導客機制，建構完善的行動解決方案。
http://www.openlife.co

用電子閱讀器來看電子書，只想到 Amazon Kindle Paperwhite ？ mooInk 是由台灣設計、製造的電子書閱讀器，支援正體中文、
簡體中文、英文與日文四種語言，充飽電可以待機超過四周；重量只有 180 克，將提供個人化排版、自行上傳文件、一鍵
購買電子書等貼心功能，並連接全球最大的正體中文電子書服務 Readmoo，將成為你包包中的行動圖書館，不論是通勤、

C1-19~20 策略無限

床上、沙發上都能輕鬆閱讀。

下載策略無限 APP 並註冊，就贈送 100 點系統免費點數 ( 市價 600 元 )
策略無限 Stranity/ 打造台灣第一雲端化期貨程式交易
策略無限由一群資訊與科技的箇中好手所組成，團隊宗旨為改變傳統金融投資模式，結合雲端技術與大數據資料，這是一款支
援行動裝置的決策交易軟體，系統特色為導入產品自動化，強調交易就像玩遊戲一樣簡單讓人輕鬆上手！
www.stranity.com.tw

內容策展 -Readmoo

AR 閱讀體驗 ╳ Podcast 音頻

／躍然紙上，活靈活現的內容魔術師

滿滿的文字，靜態的圖片好像就是我們對書的印象，結合 AR、音頻的各項技術，閱讀體驗將全面被翻轉，我們不只讀書，
更看書、聽書、玩書。現在，你多久沒「看」書了呢？是時候來看看了。
技術支援 - 宇萌數位

C1-21~22 國泰人壽
體驗四大未來接觸，打卡集點抽好禮！再贈大會體驗點數 50 點
自助投保機投保不求人，24 小時全年無休，最快 3 分鐘內完成保障
國泰人壽為台灣第一家提供完整客戶服務行動化 App 的壽險業，透過逾 2.5 萬名業務員提供數位化便利服務。隨科技進步，國
泰人壽秉持「以客戶為中心」的精神不斷自我突破與創新，持續帶給客戶超乎期待的數位金融產品與服務。
www.cathaylife.com.tw

情緒解讀器 (Emotion Analyzer)
及時解讀腦波反映出來的內在情緒，透過 5 種不同的情緒指標 ( 興趣、喜好、壓力、專注力、平靜 )，將情緒具象化。

C1-23 蘊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利用簡單的頭戴裝置以及 iPad，隨時隨地量化使用者對於產品或者服務的情緒指標，並將結果可視化。

於攤位現場加入 LendBand 會員及 line@，即可抽限量精美好禮

這些數據還能輸出成 CSV 的格式，並將分析結果應用在新商品開發、創造更多利益機會點、做為行銷數據佐證、以及公關

LendBand / 專業的 P2P 網路借貸平臺
蘊奇科技聚焦於網路金融平臺的推廣及營運。公司成員由具有十多年金融業務、信用評等、資訊科技背景的專業團隊組成，市
場目標定位於亞太區的 FinTech 新創領導者。
www.lendband.com

PR 資料等面向。
互動提供 - 電通安吉斯集團

C1-24 宇萌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手機打開「AR 探索器 -marq+」，穿上解謎勁裝，一起跟著普爾摩拉解開失竊謎團！
marq+ / 大數據 +AR+ 互動 O2O 雲端辨識互動平台
宇萌數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於 2010 年，專注 AR 擴增實境研發及應用，為台灣最早將 AR 技術成功導入商業市場之領導品
牌。提供創新 AR 互動平台與軟硬體整合方案，創下無數世界級 AR 商用案例。
www.arplane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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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盤

Future Experience 體驗驚奇接觸點

on Street ╳ Future Connection
溝通型態．創意翻新

C1-25~28 麥奇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原生行為改變，與消費者的溝通方式將有更多可能。想像接下來走在路上的溝通

現場體驗送企業英語有聲書，報名贈送價值 1 萬元字根記憶法有聲書

訊息，螢幕內的人物甚至動畫都可以即時與消費者互動…有人拿著手機掃描著牆

TutorVR 虛擬實境 Live 教學服務 / 革命性學習新模式
TutorABC 是全球最大線上教育集團 iTutorGroup 旗下品牌，媒合學習者與全球外籍顧問，精準媒合，量身定製化課程，開創獨
有的線上真人互動及實境教學模式。在全球 80 個國家 100 個城市，擁有超過 10,000 名外籍顧問，讓世界與你對話！
TutorABC.com

上的商品直接購物…；再往前一看，櫥窗內的節目正在 on air 播出…邁向互動化、
社群化、直播化、遊戲化及娛樂化的溝通型態該如何詮釋 ? 消費者溝通語碼，行銷
連結創意翻新。

C2-01 巨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品體驗
Smart Curator（智慧策展人） / 提供一站式智慧雲端策展服務
「智慧科技，跨界創新！」 巨鷗擅長以空間資訊及定位技術為核心，利用數位科技與多元領域的跨界整合，激發創新應用，提
供各種場域多螢互動體驗，持續努力將智慧科技的美好帶到台灣每個需要的角落。
www.geo.com.tw

Tomolive 即時動畫互動系統

／ 好萊塢電影的特效技術直擊

NextLab 為壹動畫附屬之技術研發實驗室，擁有的 Light Stage 先進掃描技術與即時動畫產品 TomoLive，可塑造逼真傳神的
臉部模型，並創造與虛擬人物的 3D 即時互動，這項連《魔戒》、《阿凡達》都使用的技術，將徹底翻轉我們對屏幕內角
色的感受及互動型態！。

C2-02 維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技術支援 - 壹傳媒 / 壹動畫

現場體驗 360 度 VR 環物拍攝
360 度 VR 環物拍攝
Asta 團隊致力推廣 360 度 (VR) 環物照片，讓人們在虛擬的網路世界也能享受真實世界的賞物體驗。
www.asta360.com

AR 新零售 ╳ 溝通體驗

／ 試穿試戴互動玩耍的立體感受

AR 被譽為唯一穿透虛實的零售解決方案。零售新世界裡，AR 的應用有什麼想像？結合廣告溝通的型態能給我們什麼新的

C2-03 接力棒有限公司
AR / VR 體驗
展場導覽系統 / 將一般手機 APP 結合 AR 技術及尋寶遊戲之元素
接力棒遊戲是台灣最早發展混合實境的遊戲設計團隊，成員來自各個不同遊戲設計領域，善於 VR/AR/MR 之內容應用設計。為
台灣唯一實際將 AR/VR 技術導入實境遊戲中，並獲得全球最佳 AR 體驗獎的專業團隊。
www.gellybomb.com

應用可能？逛街看到的包包、衣服，適合自己嗎？廣告看板上的彩妝或商品合用嗎？想要折價券好康？用手機掃一下，用
AR 試玩、試穿、試戴，未來還可以直接導購超方便。
技術支援 - 宇萌數位

C2-04 新聯在線
與新聯夥伴合照並上傳臉書，即可免費抽「柬埔寨考察兼吃喝小賭」之旅
亞洲最值得信賴的國際互聯網投融資綜合理財平台
新聯在線集團為深耕亞洲的金融科技集團，據點遍佈新加坡、中國、台灣、柬埔寨。我們結合專業融資機構，提供中小企業
發展所需要的資金並透過債權讓與的模式，將合理的借款利潤，分享給新聯在線的投資會員，提供年化收益約 3~9% 的借款債
權。
www.newunion.tw

C2-05 柏通股份有限公司
運動心率遊戲體驗
Group-Exercise IT Solution / 一種新的運動健身體驗
Sport-Sync 是一個喜愛運動的軟體開發團隊，透過開發政府專案的經驗裡面，我們希望在運動產業裡面有新的應用
www.pro-view.com.tw

C2-06 天來智慧健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加 LINE 好友送贈品
整合式居家健康量測與運動紀錄平臺
整合台灣科技、健康與服務產業之優質資源與人才，以跨界整合優勢，建構智能化健康量測與運動平臺，充分運用資訊科技 (IT)
及資料科技 (DT)，提供超越顧客期待的創新生活服務，期許成為「華人優質生活場域的專家」。
itenlife.blogspo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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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Connection 創造無限新連結
D1-01~02 熱浪新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下載 Up 直播即贈虛擬禮物，近距離體驗網紅經濟模式
Up 直播／全球直播第一品牌，高顏值網紅資源遍世界各地，全球 4000 萬用戶，唯一即時翻譯，直播畫素媲美自拍神器的高清
美顏效果，零時差的即時直播，精緻互動型虛擬禮物，用最流行的互動方式，與 Up 全球用戶一起，共享彼此“異地風情。
http://uplive.tw

D1-03~04 台灣壹傳媒集團 Next Animation Studio
即時動畫產品 TOMOLIVE、幾米繪本故事 VR 動畫親身感受、蘋果 VR APP 實景 360 體驗
壹同樂動畫工作室有限公司 (Next Animation Studio，中文簡稱壹動畫 ) 是亞洲最大的動畫製作公司之一，壹動畫的服務範圍包
括 VR 互動內容製作、即時 3D 動畫新聞、原創動畫開發，內容橫跨多種平台。在香港、日本及美國皆設有海外分部。
www.nextanimationstudio.com

D1-05 杰德創意影音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加入粉絲團並打卡，贈送 15 天免費體驗
杰德影音代理歐美知名電視頻道包括環球集團、A+E 集團等，秉持著傳播歡樂精神架設「哈哈台」拍攝精彩破百萬點擊
率歡樂短片。創立「台灣國際酷兒影展」及「GagaOOLala 同志電影線上看」將更多國際獲獎 LGBT 同志影像故事帶到台
灣。
www.gagaoolala.com

D1-06 雪蘭莪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理事會 (SITEC)
雪蘭莪精明城市
SITEC 是雪州政府屬下雪蘭莪投資促進機構推廣資訊科技與電子商務的執行單位。把雪州打造成電商中樞、強化雪州網絡技術
啟動與支援、培訓企業進軍電商、孵育技科新創團隊並加強新創生態體系，促進海外投資機會。
www.sitec.com.my

D1-07 東森新聞雲股份有限公司
每日 12:00、15:00 至攤位打卡並出示下載畫面，即可獲得小禮物。
朝向直播影音、社群分眾、個人化行動服務的豐富圖文內容新聞。
《ETtoday 東森新聞雲》目前在臉書有 25 個粉絲專頁，總粉絲數突破千萬。面對網路影音時代的到來，尤其社群媒體的影響
力已經超越報紙與電視之際，持續提供讀者各類優質新聞外，亦致力於發展全方位互動的雲端平台，更領先台灣其他媒體同
業。
www.ettoday.net

D1-08 城市新聞
直播採訪、攤位採訪、記者體驗、合作洽談
城市新聞是一群來自各行各業的公民記者，挖掘具影響力的人事物。
掌握城市的心跳與脈動，挖掘發揮影響力的人事物，用影像傳達觀點，分享信、望、愛的故事。
www.facebook.com/yourcitynews

D1-09 數位時代
慶祝《數位時代》18 週年，3D 列印紀念小禮限量贈送！
《數位時代》、《經理人月刊》、《Shopping Design》
1999 年以雜誌型式出發，聚焦財經科技領域的新趨勢、新觀念、新模式、新人物，採訪與編輯國內外重要變動。跨越紙媒與數
位，以線下多元活動型式，線上多種型態內容服務，如：網站、社群媒體等，為讀者尋找影響新經濟的關鍵，為產業下一步發
展預做準備。
www.bnext.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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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Connection 創造無限新連結
D1-10 BOOKSHOW 說書會
VR 場地體驗、影音行銷力分析、知識變現力分析、限時服務優惠
質感活動場地╳多機錄影直播＝影音內容行銷、線上課程無痛出版
專注用影音傳遞知識的溫度、發揮資訊影響力。透過內容行銷，把複雜說明變得友善直覺，為感性消費融入文化品味，創造情
境打動客戶；協助講師顧問，無痛出版線上課程，擴張內容產品線，觸及更多客群、規模化知識變現。
bookshow.tw

巨鷗科技

S

魔方數位有限公司

跨界策略顧問

mart Curator 智慧策展人
智慧園區體驗加值商務平台

「Smart Curator」智慧策展人提供您透過一雲多螢的專屬管理後台，自由編輯及設計您的
策展內容，依場區特色打造多螢互動體驗，塑造展區情境氣氛及互動、O2O商務消費及大數

D1-11~12 曙客股份有限公司

據分析，經過系統整合推出優化服務內容，提供遊客全新展區體驗。

下載即贈送現金折扣碼（價值新台幣 100 元）
都會人必備享樂 APP / 即時透過手機預訂周遭的休閒娛樂
為了讓繁忙都市人隨興的享受休閒娛樂，一個源自荷蘭的團隊推出 FunNow APP，整合休閒娛樂產業的最後一哩與共用經濟的
概念，供商家即時銷售空閒的位子，消費者即時探索周遭尚有空位的娛樂資訊並且訂位及付款。
www.funnow.com.tw

3 樂趣

智慧型看板 抓 住 顧 客 目 光 ，

D2-01 雲簽科技

迷點
20點

掃描得點數/紅利積點

透過社群分享、工作紀錄以及客戶管理，提供最新的客戶關係管理
我們秉持集團“透過專業，創造更多幸福生活＂的理念，投注在軟體開發與導入服務上，運用最新最先進的科技，發產出符合
企業所需的商務應用系統。
www.papasign.com

搭配行銷活動推出，

換贈品

多螢互動 體 驗 服 務 。

即時追蹤顧客
互動軌跡

消費

4

智慧防走失

建構安全場域，
玩得開心又安心

67

45

23

01

商品導購服務
增加消費機會

FBbuy 購物社團 +1 整單系統
FB 私密社團是今年創新的購物模式，結合社群的力量培養一群忠實粉絲們，於私密社團上架商品並留言「+1」即完成訂單。
簡化的購物流程、更直覺的敗家模式，刺激粉絲們「衝動式購物與限量搶購」的心理行銷手法。
store.fbbuy.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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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03 台灣代駕

商品優惠資訊

推播導引
藉由APP推播

吸引民眾前往店家

臨櫃請人員協助下載 APP，即贈 300 元車資折抵！
台灣代理駕駛業務及服務的領航者
東方人性格內斂，在聚餐場合難免有些距離。若能透過小酌助興，不但可彌平疏離感、更有機會杯酒見真情，建立起難得情誼。
既然飲酒無法禁絕，避免酒駕最好的方式除了嚴懲，就是讓『酒後代駕』真正解決消費者的痛點及社會問題。自 2016 年 6 月
以來，台灣代駕已服務超過萬名的用戶，獲得廣大的好評！
www.twdd.com.tw

商務分析平台
D ashboard

雲端資訊管理
及多元發佈平台

D2-04~05 愛駒資訊有限公司
下載 APP 送洗車海綿或友善玉蘭花香片、手機認證送最高 500 元抵用金！

1

UR

AS

IDE

集客

FB 社團購物 +1、直播購物新體驗 / 免費試用 14 天
購物社團整單系統

推薦個人專屬優惠。

Beacon任務闖關

活動期間，參與軟體體驗，即贈飲料一瓶

D2-02 米果數位行銷有限公司

2 體驗

感測軌跡
分析

族群分析

商品喜好
分析

beacon
觸發率分析

策展人利用智慧雲端進行展示主題規劃，
同步各平台進行服務提供

RWD形像網頁 Kiosk互動裝置

Gcar 愛駒 / 超過 1400 間車廠資訊及代駕、拖吊服務；IGarage/ 車廠專用管理系統
愛駒首創車廠智慧管理，提供汽車美容及保養廠 IGarage 雲端車廠系統 (CRM+POS)，並同時搭建平台 IGcar 愛駒車友，協助超
過 1400 間車廠發展 O2O，更串聯代駕、拖吊，創造車廠的代客牽送車及車輛運送的需求，是目前全台最多資訊的汽車服務平台。
www.igcar.cc

榮獲 2016經濟部工業局
金漾獎

榮獲 2016資訊月
百大創新產品獎

GEO Informatics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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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獲 2015臺中市
傑出產業創新獎

榮獲 2013 PMI台灣
國際專案管理標竿銀質獎

聯絡電話：04-22985258 FAX：04-22936443
地址：台中市西屯區文心路三段241號5樓-2
http://www.geo.com.tw/

榮獲 2010經濟部工業局
第八屆黃金企鵝獎

WonderTour
玩美導遊

Future Day
未來生活區
每項科技或商業的形成，都是為了解決人的問題。
網路、裝置、新科技的全面來襲，未來每個空間都將成為商務空間，
創新的商務型態，將讓未來的生活更美好。

FLUX Delta+
數位成型機

FLUX Delta+ 從3D列印出發，整合了多元的桌
上數位製造功能，是將數位工法應用於教育、
設計、工程、和生活的最佳桌上夥伴。

Future Commerce 以未來生活商務內涵，結合三大生活型態及需求情境，
體現未來生活場景全新樣貌，化想像為真實，體驗未來商務的無限驚奇。
3D 列印

鐳射雕刻

數位繪圖

3D 掃描

貼紙切割

金融生活 ╳ 中國信託
金融科技百百種，未來金融到底長什麼樣子？
當真實場景的服務及體驗需求永遠存在，
將由中國信託展現未來金融的真實面貌

移動生活 ╳ Tesla
移動生活的全新想像，移動的無人車、自動駕駛？
Tesla將展出除了更便捷、智慧的移動工具外，
更是全新商務平台！

娛樂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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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網站：tw.ﬂux3dp.com
連絡信箱：info@ﬂux3dp.com

FLUX SDK

娛樂生活區

娛樂生活區

G1-01~04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
下載並註冊 friDay 錢包，就可以參加扭蛋活動，多樣好禮帶回家！
《friDay 錢包》一款電子錢包 APP，主要提供行動支付及卡券應用的服務。
遠傳電信為國內資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之先驅，以「誠信、敏捷、創新、團隊合作」為核心價值，自
1997 年成立以來，秉持「只有遠傳 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並以「蛻變、創新、驚豔」的精神自許，
跨足 2G、3G、4G、5G 以及 Wi-Fi 各式接取技術，持續引領創新，推出多元產品與數位服務。
www.fetnet.net

時間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1-8 N.i.X Cold Brew System
- 氮氣冷萃咖啡
由前端至後端完整提供新式氮氣飲品所需機器設備及
飲品服務。自主開發製造、台灣組裝至後端完善售後
服務。可依客戶需求提供部分客製化服務，研發新式
氮氣飲品如咖啡 / 茶 / 果汁，融入氮氣後產生綿密順滑
的完美口感。
www.facebook.com/NIXnitro

下載服務 APP 就可以參加扭扭蛋活動，將驚喜好禮帶回家！
friDay 加購 APP，加購 1 件，全館變得更便宜！
巷弄秉持一店一故事，推廣每家店都是巷弄間不平凡的故事！
時間軸科技於 2013 年獲得遠傳電信投資，共同打造全新行動服務品牌 friDay，結合雙方在內容服務、
行動商務、社群三大優勢，提供多元行動生活服務。
www.hiiir.com

G1-9 映相咖啡棚拍館
全台首家影像拉花，引進韓國第三代照片拉花機，自
拍美照、情侶放閃、偶像明星等，都可以現場輕鬆印
在拿鐵、奶茶、餅乾、馬卡龍上！精選來自中美咖啡
豆與英國紅茶茶葉，搭配牛乳調配完美比例，鋪上特
製奶蓋，立即享用滿足視覺與味覺的獨特照片拿鐵、
奶茶！
www.facebook.com/selfiotw

G1-5 樂活速食坊股份有限公司
全自動智慧蒸煮機。
樂活 LOHAS 是 Lifestyles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縮寫，
意為以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型態過生活。藉由機器人標準
化生產食品及控管食安，結合網路下單支付的快速服務。
www.lohasff.com

G1-6 KitchBot

G1-10 金鑛咖啡
金鑛咖啡秉持產品核心價值，嚴選新鮮在地、對土地
友善的食材，讓消費者在享用豐富的飲食生活之餘，
也能對地球、環境盡一份心力。期待能於未來培養更
多具有咖啡專業人才，共同打造台灣咖啡第一品牌！
www.crownfancy.com

你曾照食譜做菜，但準備過程混亂，火候控制不佳而慘不
忍睹？ Kitchbot 發現烹飪不外乎「食材準備」及「溫度掌
控」，因此研發 Vulcan 解決以上問題：手機 APP 內建多樣
食譜、連結食材選購、精準掌控溫度，保證美味不失手。
www.kitchbot.com

G1-11 萬有全

G1-7 禾餘麥酒

由原萬有全金華火腿伸展參與，在台銷售與製造近 65
年第一品牌歷史。為滿足老饕們的味蕾，採用義大利
原裝上等原料及傳承百年專業技術，由中央廚房純手
工製作 OMG3 冰淇淋，在口中融化創造幸福口感，令
您難以忘懷。
10000hotpot.com.tw

禾餘藉由契作，協助復育本土雜糧作物，鼓勵農民從環境
友善耕作，為在地生產的雜糧賦予更高價值，提高生產意
願，進而改變台灣雜糧作物仰賴國外進口等困境。你的選
擇不單是一瓶啤酒，也讓在地農業體質更加健全。
www.facebook.com/alechemist.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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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ench Pavilion
如果你還以為法國只有香檳紅酒、名牌包與香水，那可就大錯特錯。數位科技與新創生態，將重新定義你對她的想像。
做為首度未來商務展之國際展區，法國館精選在台重要企業，展現整合尖端技術的新商業模式，及生活應用的嶄新可能。

H1-01 家樂福
家樂福有量販、超市、線上購物多元通路，致力提供多元商品和服務
家樂福集團於 1959 年創建於法國，第一家分店於 1963 年開幕，在台灣翻譯為「家樂福」是取「家家快樂又幸福」
的意思，充分呼應了家樂福的經營理念。
www.carrefour.com.tw

H1-02 宜睿智慧
Edenred 宜睿智慧 (EDEN-Euronext Paris) 是巴黎證交所上市的全球 B2B 預付票券領導品牌，自 1962 年於法國首
創 Ticket Restaurant® 員工餐券。
www.edenred.com.tw

H1-03 FIME
主力產品為「Ticket Xpress 即享券」電子票券服務
在全球 42 個國家設有營運據點，員工總數 8,000 名，擁有 75 萬個企業和公共部門客戶，140 萬個特約品牌，以及
4300 萬個產品使用者。在 2016 年，總發行量達約 200 億歐元。
www.fime.com

H1-04 迪卡儂
販售多達 60 種運動項目，產品低價格高品質，涵蓋入門到高階！
全台最大運動用品店 - 台灣迪卡儂，來自法國，擁有歐洲第二大研發中心，研發產銷一條龍，掌握高品質與低價格
的關鍵，讓大眾輕鬆享受運動。
www.decathlon.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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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協力廠商

奧奈區有限公司 OH9H
透過科技創造實體活動或展覽的良好數位體驗，並以最靈活彈性的互動體驗，緊密串連線上與線下關
係，縮短廠商與觀展者的距離、加快資訊交換的速度，強化互動的感受。
www.oh9h.com

沛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erobot Co., Ltd.
沛博科技成立於 2016 年，因應機器人時代來臨，秉持執行力、好奇心、挑戰欲，提供機器人相關服務
的核心事業。初期負責 Pepper 在台業務，包含雲端平台優化與維運、商業模式建立及行銷推廣、應用
軟體開發、維修與技術支援等。

Readmoo 電子書店
Readmoo 為一結合電子書服務、閱讀社群及創作市集的多元閱讀平台。旗下 Readmoo 電子書，與超
過 800 家華文出版社／作者合作，提供跨平台、跨載具的無縫閱讀體驗，並強調畫線、註記、閱讀歷
程等功能。
https://store.readmoo.com

電通安吉斯 Dentsu Aegis Network
電通安吉斯相信創意與技術的融合將顛覆品牌行銷未來的競爭格局。在全球市場與企業主一起探索數
位經濟下的融合變化並協助重塑品牌創新，我們的經驗與解決方案也將帶領台灣品牌在未來的競爭格
局中創造新事物與新價值。

美商方策顧問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DDG
DDG 是位於台北和上海兩地的領導品牌顧問公司，提供品牌策略、溝通、視覺設計、策略導入等最專
業的顧問服務。協助無數個品牌在國際市場成功開拓更大利基。客戶包含：捷安特、TCL 集團、台達電、
國泰商旅、路易莎咖啡等二百多家企業。
www.ddg.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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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Day

Expo Introduction ｜ Future Connection
Creative type of communication ways
In the future, there will be more possibilities for communication with consumers. To imagine walking on the street, people in electronic billboards
can instantly react with consumers. Hence, you will see someone holding a cell phone to scan the goods on the wall for shopping. For short, using the
innovative communication ways is definitely a future trend.

www.kitchbot.com

www.fetnet.net
www.hiiir.com

www.nextanimationstudio.com

www.gagaoolala.com

http://uplive.tw

www.lohasff.com
www.facebook.com/alechemist.tw

www.facebook.com/NIXnitro

www.ettoday.net

www.facebook.com/yourcitynews

www.bnext.com.tw

10000hotpot.com.tw
www.facebook.com/selfiotw

www.crownfancy.com

購物社團整單系統

www.funnow.com.tw

French Pavilion

www.carrefour.com.tw

www.papasign.com

store.fbbuy.com.tw

www.edenred.com.tw
www.decathlon.tw/zh
www.sitec.com.my
bookshow.tw

www.twdd.com.tw

www.igcar.cc
www.fi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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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 Introduction ｜ Future Experience

Expo Introduction ｜ Future Technology

Brand new experience

New technology adds value to service

How to build an amazing experience when new technology into life? The answer of this question will become the key factor. Through integrating
unmanned interactive experience, robots as clerks and waiters serving you in the bookstores and coffee shops. When what we see and feel are no longer
limited to entity, the boundary between entity and virtual will be gradually blurred. Therefore, “Touch point ＂ is the new value of value-added business
services.

How to apply every kind of innovative technology? By combining unmanned operation, automation, customization and scenarization, the situation of
people in the shop will be immediately monitored, thus the latest products will be timely promoted to them. In addition, the super VIP can be recognized
at once so that the newest vending machine can instantly get their information and preferences. Moreover,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there's nothing
special you want to buy. Just ask the virtual assistant, she will provide you the most appropriate advice. All in all, the new technology will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doubling your business.

www.adata.com
www.taishinbank.com.tw

www.eagleeye.com.tw

www.openlife.co

www.jmcnet.com

www.cathaylife.com.tw

www.intumit.com

www.atlas17.com
www.arplanet.com.tw

ebay.com.tw

www.sensetime.com

www.adwifi.com.tw

http://no8.io

www.lendband.com

www.stranity.com.tw

TutorABC.com

www.91app.com

www.yoctol.com

www.wiadvance.com

www.accupass.com

www.geo.com.tw

www.gss.com.tw

www.sparkamplify.com
www.awoo.org

www.asta360.com

www.gellybomb.com

b2c.damawin.com

www.newunion.tw

www.starwing.com.tw

www.pro-view.com.tw

https://www.xround.co

https://ucarer.tw

livehouse.in

www.singularinfinity.com.tw

itenlife.blogspot.tw
www.hyxen.com

www.seoseo.com.tw

www.icheckapp.com.tw
www.chume.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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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o Introduction ｜ Future Business
Every corner will become a business space
In the future, every object in the house will be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to construct a comprehensive intelligent world. Robots know more about you than
you do; all what you want is easily to customize; all the data can be connected such as mirrors, refrigerators, even the magazines lying on the table. Each
space, each object will become an innovative point showing the business world of selling everything in any type, anywhere, and anytime.

www.freeco.com.tw

asiayo.com

vicshare.com

www.etunexus.com

www.aso.com.tw

www.otfes.com

www.animalstore.com.tw

www.salesking.com.tw
www.unidyna.com

www.tourtalk.me

shopline.tw

www.coco-ar.jp/tw
www.upos.tw

www.gandi.net
www.screea.com

www.klook.com/zh-TW
www.ezbuy-app.com

www.tappaysdk.com/tch
rai.dscloud.me

www.howtrue.cc

www.astralweb.com.tw

www.tagtoo.com.tw

www.unipapa.com
www.hungrybee.net

www.moshimori.com

www.hammertw.com
www.amphiwa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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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ban Villani ／ General Manager, Criteo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and Taiwan

Joshua Tzeng ／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BenQ Business Solution

Alban Villani has been the General Manager for Criteo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and Taiwan since March 2017. His previous
role was Commercial Director for Criteo Southeast Asia, since October 2013. Among the first three Criteo employees who
launched Criteo's Singapore office and ope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Alban has been instrumental in laying the company's
commercial foundations across nine countries – Singapore, Hong Kong, Indonesia, Taiwan, India, Thailand, Malaysia, Vietnam
and the Philippines. This included negotiating strategic alliances with regional agencies, driving revenue growth from top
advertisers in the retail, travel and classifieds sectors and establishing relationships with key customers.

He had worked overseas for 15 years for the subsidiaries of the BenQ Group and also worked in Mexico, USA and China. He
now focuses on IoT corporate strategic development and IoT project execution, while leveraging over 20 years of dynamic
and professional experiences acros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ternet Technology and Cloud Applications. Joshua holds a
Master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Certificate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Strategic Uses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USA.

Wei-Min Lan ／ YAHOO EC Product Director
Mr. Lan has been dedicating himself into the planning and coordinating all-channel services between brander and distributor.
At the same time, he also develops new technology applied in EC, to provide consumer with a easy-to-shop, easy-to-buy and
playful shopping environment.

and Global Head of Rakut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asaya Mori ／ Founder
Executive Officer of Rakuten Inc.
He oversees Rakuten's AI strategy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t research centers based in Tokyo, New York,
Boston, Paris and Singapore. He joined Rakuten in 2006 and plays an integral role in the growth of Rakuten into a global
innovation organization with a tech-driven open source culture. He has been a member of the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ociety
of Japan (IPSJ) Advisory Board, a program advisor of JST-CREST, a program chai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for the IT
Association of Japan, a director of DBSJ or Database Society of Japan, and a member of the Steering Committee of the Ruby
Association.

Mr. JT Hsu ／ Partn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BCG
JT Hsu is a Partn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at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He is the leader of BCG's Strategy Practice
in Greater China as well as a core member of the Technology, Media and Telecommunications Practice. JT has extensive
consulting experience serving TMT clients across Asia Pacific.

Vincent Lin ／ General Manager at Perobot
As a vetern in advertising and marketing, Vincent has unique insights for cutting-edge technology. He leads the Pepper Taiwan
team with his deep knowledge in the robot industry in Taiwan and aims to make Perobot a "Robot as a Service" company. His
vision is to bring robots into the daily life of everyone.

Carol Hong ／ GM of GPM (Grand Pacific Management ) Co. Ltd.
Carol Hong received a graduate degree in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from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She used to work
as a Human Resources director for a U.S. public company and for some Taiwan public listed companies. She was ATD's most
influential and honored guest speaker, and is now MAP's (managerial assessment of proficiency) master trainer.

Perry Chyau ／ CEO of Chiahui Group
Prior to the founding of Chiahui Group, Perry Chyau was CEO of Metlife Insurance Taiwan and vice Chairman of Metlife
Insurance Greater China, Chairman of LOMA institute of Greater China. Areas of Research and Expertise: Smart City & IOT
applications, human capital management (HCM), blended learning,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Business Process
Management), operational strategies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strategy and cooperation for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James Sha ／ General Manager of Acer Being Communication
Before joining Acer, he worked for Asia Pacific Telecom as CMO leading marketing and service teams with more than 400
people. His innovation expertise gained from over 20 years ICT industry experiences including eight years in managing
Ericsson Innovation Center in Taiwan and several years at Nokia.

Raymond Pao ／ Vice President of VR New Technology, HTC Corp.
Mr. Raymond Pao is responsible for VR technology, strategic partnership, VR business in Asia Pacific, as well as creates the
exceptional product and brand value on HTC Vive. He has abundant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in consumer electronics and
technology. From 2006 to 2008, he worked with Google Android team and developed the world first Android Smartphone and
was in charge of software development in Android platform. Mr. Pao received two Master Degrees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from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4.28 Fri. Speakers at Future Stage
Steven Ho ／ Founder & Chairman of 91APP, Inc.
The founder & chairman of 91APP ,Inc., has been starting up e-commerce and internet business since 1998. He is a recurring
entrepreneur in the internet industry with proven track records, and is also the most significant pioneer in new retailing
in Taiwan. Since 2013, Steven Ho started a new business and became chairman of 91APP, Inc. He led the expansion of the
company into becoming a leading New Retailing Solutions provider and run the service in a SaaS model in Taiwan delivering
Omni-Channel, Omni-CRM and Omni-ERP to retail brands.

Ming-Je Tang ／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Management
Professor Ming-Je Tang is presently a Professor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of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Taipei, Taiwan,
and the founding Director of the NTU College of Management's Executive MBA Program. Professor Tang also has extensive
experience in strategy consulting. He serves as a member of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Fubon Financials which has more than
US $200 billion asset. He also served as a board director at Media Tech, a Taiwan-based public company, which has a market
capitalization of US$10 billion.

Pi Chung Wei Wayne ／ Managing Director of UPS Taiwan
Wayne Pi is appointed Managing Director of UPS Taiwan and he will drive UPS Taiwan's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In
his 20 years' experience in UPS, Wayne has helmed various roles in UPS from business development to airport and hub
operations. His wealth of experience across functions contributed towards his agility and business acumen, helping UPS grow
its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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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kaomi Saegusa ／ Chief Creative Officer of C Channel
Takaomi Saegusa was born in Tokyo in 1966, joined the Nippon Television Holdings in 1989. He has planned and produced
many kinds of TV programs, such as news programs, dramas, music shows, comedy shows and there are more than 100
programs that he produced. He also worked on the video distribution business and produced "Hulu" in the internet division
at Nippon Television and left Nippon Television in 2015. He launched a media, C Channel with LINE's former CEO, Akira
Morikawa and is currently serving as CCO.

Antoine Nazaret ／ VP Content – APAC of Dailymotion
Antoine Nazaret has over 10 years of experience in media and internet industry, always passionate and engaged in the
evolution of massive media caused by technology and digital.After leading the content strategy in France, accelerating growth
and premium shift of the video platform by working closely with all the media, content producers and creators, Antoine
Nazaret is now taking responsibilities of Dailymotion asian extension in his role of VP Content Asia.

Future Commerce Expo ｜ 05

4.27 Thu. Speakers at Future Stage

The 2017 Future Commerce Expo
Crossover Forum

4.28 Fri. ｜ 9:30

Future Stage

You Wu-yang ／ Tmall- Product &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libaba Group
Mr. You got a master degree in economics. Mr. You was once worked for MIIT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joined Alibaba in 2012.
Mr. You has served for heads of a dozen of major research, have very rich experiences on ICT policies and strategy research, and
has published 《Informatizion and future China》. Now, Mr. You is responsible for“Internet plus＂ related research fields.

Sea Yen Ong ／ Vice President of Spotify in Asia
In his role, Sea Yen is responsible for driving Spotify's advertising strategy across a network of global agency groups and direct
advertisers. Sea Yen's is a veteran in the industry with 16 years' experience in mainstream advertising and digital sales across
the spectrum covering display, mobile, search, social and programmatic advertising. His previous stint with CtrlShift saw him
successfully delivering multimillion dollar advertising revenue deals with over 150 global and local brands across Southeast
Asia.

Time
Research Manager of the Knowledge Mining Group at Microsoft
Chin-Yew Lin ／ Principal
Research Asia
His research interests are knowledge computing,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semantic search, text generation, question
answering, and automatic summarization.Before joining Microsoft, I was a senior research scientist at the Information Sciences
Institute at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USC/ISI) where I worked in the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and Machine
Translation group since 1997. I was the program co-chair of ACL 2012 and program co-chair of AAAI 2011 AI & the Web Special

09:30

Topic

Speakers

Guest speech

09:40

New Retailing : Accelerating Digital
Transformation for Retail Brands.

Steven Ho

10:00

Online Video, New Creative Codes to
Communicate with Consumers.

Takaomi Saegusa

Over The Top（OTT）,
New Opportunities for Brand Interaction

Antoine Nazaret

Track.

Future
Connection

Founder & Chairman of 91APP, Inc.
Chief Creative Officer of C Channel

Rami Baitieh ／ CEO of Carrefour Taiwan

10:30

He joined Carrefour Group in 1995. He was Organization Manager in Poland and Commercial Director in Turkey and Romania.
With th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in purchasing, operations, marketing and logistics, and the talent and passion in coach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Rami Baitieh was promoted CEO in March 2015 and took in charge of Taiwan, the first country in Asia

11:00

Personalized Creative Advertising,
Create a Premium Brand Experience

Alban Villani

where Carrefour expanded. Carrefour has been in Taiwan for 29 years, operates 96 outlets with 12,000 associates.

11:30

Inspiriting Experiences of Omnichannel Retailing

Wei-Min Lan

Hong Yu Xiang ／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IDEAS for iii
Dr. Garfield Hung, the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IDEAS for iii, his expertise is focused on the fields including IoT Smart
Commerce, Living lab, Business Model Design for Startup and Smart Manufacturing Service. The teams he leads have developed
some smart IoT solutions, which have succeeded in transferring into the industry. Dr. Hung is also one of the founders of IDEAS
SHOW, Taiwan's largest startup event since 2008. He has mentored more than 300 internet-related startups, and over NT$ 13.2
billion have been invested to these companies.

Paul Jung ／ Head of Products, North East Asia, Visa
He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Visa's product capabilities and overseeing strategic development of product business in Hong
Kong and Macau, Taiwan, Korea and Mongolia. Prior to this, Paul was Head of Emerging Products & Innovation for North
Asia. During his tenure, he has led the team to enhance the partnership with Visa clients, technology partners and retailers
in the development, testing and commercialisation of innovative payment solutions and platforms, successfully raised the
electronification of payments to a higher level.

Eunice Chiu ／ Taiwan General Manager of NVIDIA
She has a wealth of experiences in sales, marketing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Prior to NVIDIA, she was Chief Marketing
Officer of GE in China, based in Shanghai. Prior to that, she was General Manager of Microsoft Greater China Information
Worker Business Unit, based in Beijing. Before moving to China, she was General Manager of Microsoft Taiwan. Prior to joining
Microsoft, she held various marketing positions at Johnson & Johnson. Eunice has received a number of awards. She has been
ranked as Taiwan's 13th most influential female CEO by CommonWealth Magazine. Eunice holds an MBA degree from Chung

YAHOO EC Product Director

Navigating a World of Digital Disruption

13:30
14:10

15:30

General Manager,
Criteo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and Taiwan

Break

11:50

14:50

VP Content – APAC of Dailymotion

Future
Management

Talent Management Strategy for Future
Growth - Drive the Second Business Life
Curve.
The Key from Enterprise Cultivates and
Guide Future Leade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ccelerator Smart Office Communication 4.0 in New
Generation.

16:10

Promoting Future Commerce in
Order to Obtain Innovation Strategy
Advantage.

16:50

Logistics Management: Harnessing
Innovative Technologies to Capitalize on
Cross-border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r. JT Hsu

Partn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BCG

Carol Hong

GM of GPM (Grand Pacific Management ) Co. Ltd.

Perry Chyau

CEO of Chiahui Group

James Sha

General Manager of Acer Being Communication

Ming-Je Tang

Professor,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College of Management

Pi Chung Wei Wayne

Managing Director of UPS Taiwan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in Taiwan.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Division of Global Retail Credit Risk
Friedman Wang ／ Management
Division, CTBC Bank
Mr. Wang previously worked at a tech company in Silicon Valley, and then joined Citibank in 1999 and has been through different
positions in Fuh Hwa Commercial Bank (currently as Yuanta Commercial Bank), Cosmos Bank (currently as KGI Bank) and
Standard Chartered Bank. Mr. Wang joined CTBC Bank in 2006 and is currently in charge of the retail credit risk management in
Taiwan and overseas branches. He has led the team being awarded of several risk innovation prizes by renowned organiza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regarding big data, customer experience,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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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17 Future Commerce Expo
Crossover Forum

4.27 Thu. ｜ 9:30

Future Stage

The definition of business has been changed by devices and technologies like AI or Big Data. And it forms the era of Economy 4.0, and
influences our daily life including unmanned operation, automation, scenarization, and customization---unveils the fact that future commerce
will keep its progress.

About Future Commerce Expo …
When it comes to “Technology＂, what comes to your mind first? Explanation is not enough,
let's experience it fully! Even with the rapid progress of technology, consumer is always the root to

The Future Commerce Expo Crossover Forum is produced by Business Next Media with sharp insights and long-term observation to the
industries of commerce, internet, and technology. Combining 5 categories such as Future Business, Future Technology, Future Experience,

build the scene of real “Business World＂. That's why “Experience＂ is the core value of Future
Commerce.

Future Connection, and Future Management to build up the full landmark of Future Commerce.

Topic

Time

Speakers

Fei Peng Ho

09:30
Opening Remarks
09:35

Future Commerce Expo brings the diverse spheres in order to convey the connotation from
industries, technical sides, and consumers.

Honorary Publisher of Business Next

What's more, 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showcase its highlights through the forum; four

Honorable Guest

core concepts (Future Business, Future Technology, Future Experience and Future Connection),
scenario plan, future living zone, and Future Commerce Award.

09:40

Leading the Future:
Next Steps in Commerce

10:30

New Age, New Media, New Business

Sea Yen Ong

Global Vision for New AI Era

Chin-Yew Lin

“All Intelligence＂ -The theme for 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Rami Baitieh

Economy 4.0 influences our daily lives, including unmanned operation, automation, scenarization,

11:00

Future
Business

11:30
12:00

You Wu-yang

Tmall- Product & Technology Department of Alibaba Group

Principal Research Manager of
the Knowledge Mining Group at Microsoft Research Asia

New Retail Era,
Redefine Consumption Scenarios

CEO of Carrefour Taiwan

New Experience of Smarter Commerce

12:20

Break

13:30

New Payment Ecosystem, Change the
Future Appearance of the World

14:10
14:40

Future
Technology

Vice President of Spotify in Asia

Business Revolution, Enabled by AI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
How Technology Overtur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ong Yu Xiang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IDEAS for iii

Paul Jung

Head of Products, North East Asia, Visa

Eunice Chiu

Taiwan General Manager of NVIDIA

Friedman Wang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Division of
Global Retail Credit Risk Management Division, CTBC Bank

Emerging Io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Joshua Tzeng

15:30

Engage Consumers with AI for Better
Services

Masaya Mori Founder and Global Head of Rakute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Executive Officer of Rakuten Inc.

Break Away from Robot Mythology,
Go to Market

Vincent Lin

Discover New Shopping Experiences
with VR

Raymond Pao

Future
Experience

16:20

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leads you to see the world with “All Intelligence＂; 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leads you to see the better future has been scenarized at the moment.

15:10

16:00

and customization-unveils the fact that future commerce will keep its progress.

Vice General Manager of BenQ Business Solution

General Manager at Perobot

Vice President of VR New Technology, HTC Corp.

2017
Future Commerce Expo

Let's go to Malaysia
September

7 9

Setia City Convention Centre (SCCC)
Shah Alam, Selangor Malay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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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CONTENT
P.01

About Future Commerce Expo 2017

P.02

Schedule for Main Stage

P.04

Speakers

P.07

Schedule for Future Commerce TV / Happy Park / Innovation Stage

P.10

Expo | Future Connection

P.11

Expo | Future Experience

P.12

Expo | Future Technology

P.13

Expo | Future Business

P.14

Expo | Future Day / French Pavilion

Commander ｜ Katie Chen
Curator ｜ Natty Chen

Co-curator ｜ Lilian Wang

Exhibition team member ｜ James Huang、Natasha Yang、Jasmine Lin、Tanya Cheng、Vicky Chiu、Veronica Chou、Stacy
Tsai、Kyle Chen、Cherry Chang、Dabby Lu、Wen Wen、Judy Yang、Leon Lee、Tammy Chang、Cindy Lu、Yp Wu、Jocelyn Wu、
Lavina Lu、Isaac Yang、Anny Tsai、Emily Yen、Zoe Hung、Tina Lin、Vicky Yen、Feliciana Hsu、JV、A-Ru Tsai、Yuju Weng

Truly appreciate to all of the colleagues and partners' huge supports to Future Commerce 2017
Exhibition agency ｜ Bono Design

Thu.

TAIPEI EXPO DOME

Sa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