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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2012 年 8 月 20~21 日       舉辦地點：臺北國際會議中心 

會議規模：以具代表性及影響力之產、官、學、研各界專業人士為主；

確定大陸來台人士達 150 人以上，預計總出席人士達 400 人以上。 

【舉辦論壇目的】 

1. 創辦兩岸科技園區中小企業合作發展趨勢與商機合作會議，促進兩岸中小企

業合作與投資，帶動兩岸經濟發展，為中小企業發展與園區成長搭建合作平

臺。  

2. 探討兩岸科技互補優勢，共創園區合作發展商機。建立兩岸中小企業合作模

式與平臺，爭取兩岸政府與各方資源，嘉惠會員廠商。  

3. 整合資源，協助計畫到大陸開創商機之臺灣優質企業，找到安全、優惠園區

發展，促進兩岸園區與企業共同成長。  

 

【論壇主題】落實優勢互補，共同發展中小企業 

1. 發揮公協會群聚效益，協商整合建構交流服務平臺，促成合作。 優先聚焦綠

能、文創、生技、醫療器材等新興產業，結合各產業公協會群聚優勢與服務

功能。建構交流平臺探討合作模式，提供後續服務、推動交流促進合作。 

2. 活用科技園區(孵化器)政策與優勢，扶持中小企業，達成長期雙贏目標。瞭

解兩岸科技園區(孵化器)發展重點與政策。活用孵化器資源，培育兩岸中小

企業發展平臺，進一步落地生根，達成長期雙贏目標。 

 

【論壇預期成果】 

1. 藉由此論壇將兩岸科技園區主管，綠能、文創、生技、醫療器材業產業相關

人士齊聚一堂，為兩岸科技園區發展、中小企業合作，研擬出可行之具體合

作方案，促成兩岸新興產業、園區與企業簽署合作協定。  

2. 建構兩岸合作平臺建立系統化、制度化交流與合作媒合機制，透過合作平臺

交流、彙整、溝通、協調、整合、運作，達到兩岸誠信合作、優勢互補、資

源整合、共贏發展目標。  

3. 論壇全力朝向成立兩岸科技合作工作組-初期朝合作模式與機制、扶持中小企

業兩個重點方向，雙方共同簽署會議共識檔，基於此共識，工作組提出合作

交流項目與計畫，每季定期開會交流，協調、整合推動合作，下屆會議做檢

討及追蹤成效，以達實質之交流合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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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預計邀請貴賓 

經濟部 施顏祥部長(邀請中) 

臺北市 郝龍斌市長(邀請中) 

大陸國務院 石定寰參事 

科技部火炬中心 趙明鵬主任 

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黃啟瑞局長 

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協會 張序國秘書長 

 

指導單位：經濟部 

臺北市政府  

主辦單位：臺北市政府產業發展局 

臺北內湖科技園區發展協會 

 

 

 

 

協辦單位：中華兩岸科技交流促進會 

台灣動漫創作協會  

台北市生技產業協會 

台北市電腦商業同業公會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

財團法人台灣綠色生產力基金會 

台灣能源技術服務產業發展協會 

台灣區醫療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承辦單位：中華資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大陸合作單位：中國生產力促進中心協會 

湖北科技信息研究院 

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臺灣 

(預定與會單位與來賓 250 人) 

大陸 

(預定與會單位與來賓 160 人) 

政府單位  經濟部、行政院科顧組、臺北市政府  科技部、工信部  

科技園區  內湖科技園區  

新竹科學園區  

台中科學園區  

台南科學園區  

火炬計畫科技園區  

省級科技開發區  

各地區孵化器  

研究單位及

公協會  

研究單位及法人  

工研院、資策會  

各相關產業公協會  

臺灣科學園區同業公會  

中國生產力促進中心協會  

中國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協  

湖北科技信息研究院  

廠商  文化創意產業業者  

醫療暨生技器材業者 

生技產業業者  

綠能產業業者  

電子資通訊產業業者  

創投企業  

文化創意產業業者  

醫療暨生技器材業者 

生技產業業者  

綠能產業業者  

電子資訊產業業者  

風險投資企業  

其他  中小企業協會  

對兩岸園區發展有興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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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大會預定議程 
 

8/20 日 星期一上午 

主題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分項活動時間 分項主題 主講者(預定) 時間

0820~0900 嘉賓入場 

0820~0900 來賓報到   

0840~0855 貴賓交誼   

0855~0900 貴賓入席   

0900~0935 

開幕式 

嘉賓致詞 

0900~0905 開場與嘉賓介紹 主持人-鮑惠明 5 

0905~0930 主席與貴賓致詞 25 

0930~0935 合影   5 

0935~0950 茶歇 0950~1010 休息   15 

0950~1010 專題演講 0930~0950 
專題演講：火炬中心相

關政策 
火炬中心主任 20 

1010~1120 專題演講 

1010~1030 
專題演講：兩岸中小企

業現行輔導政策報告 
(中小企業處處長) 20 

1030~1055 
專題演講：兩岸高新園

區發展與比較 

張致遠秘書長 

(邀請中) 
25 

1055~1120 
專題演講：兩岸經貿發

展與互補優勢 
陸雄文院長 25 

1120~1145 
兩岸合作 

案例分享 
1120~1145 兩岸合作案例分享 鮑理事長、黃執行長 25 

1145~1200 
簽署 

合作協定 
1145~1200 

兩岸高新園區共同簽

署戰略合作協議 

(湖北科技信息院、天

門市、馬鞍山、淮安、

北京科學院、中關村

等)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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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生技產業分組議程 

活動主題 會議時間 會議議程 分論壇主持人和與談貴賓  時間 

分組論壇 

1330~1335 兩岸生技醫療產業概況 
主持人：汪嘉林 理事長 

5 分鐘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1335~134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主持人 

5 分鐘 傅學坤 副主任 

成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 

上半場 

1340~1345 
台灣新藥開發產業發展概

況 

臺方推薦名單(一) 

5 分鐘 呂銘洋 總幹事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1345~135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一) 

5 分鐘 阎  玲 主任 

西安高新區生產力促進中心 

1350~1355 
臺灣醫藥與保健產業發展

概況 

臺方推薦名單(二) 

5 分鐘 張綺芬 總經理  

日祥醫事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355~140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二) 

5 分鐘 周長英 經理 

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招商服務中心 

1400~1405 
臺灣生技產業多元應用與

投資 

臺方推薦名單(三) 

5 分鐘 闕壯群 董事長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405~141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三) 

5 分鐘 馬  鳴 副局長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科技局

1410~1420 

議題一：兩岸前瞻生物科

技合作策略 

臺方推薦與談人(一) 

10 分鐘 呂銘洋 總幹事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1420~1430 

陸方與談人(一) 

10 分鐘 阎  玲 主任 

西安高新區生產力促進中心 

1430~1440 
臺方推薦與談人(二) 

10 分鐘 
張綺芬 總經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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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祥醫事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440~1450 

陸方與談人(二) 

10 分鐘 周長英 經理 

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招商服務中心 

茶歇 1450~1505 茶歇 15 分鐘 

下半場 

1505~1515 

議題二：兩岸生技醫藥產

業互補合作與新商機 

臺方推薦與談人(二) 

10 分鐘 張綺芬 總經理 

日祥醫事管理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1515~1525 

陸方與談人(二) 

10 分鐘 周長英 經理 

廈門火炬高技術產業開發區招商服務中心 

1525~1535 

臺方推薦與談人(三) 

10 分鐘 闕壯群 董事長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35~1545 

陸方與談人(三) 

10 分鐘 馬  鳴 副局長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科技局

1545~1555 

議題三：全球生技醫藥產

業佈局戰略 

臺方推薦與談人(三) 

10 分鐘 闕壯群 董事長 

遠東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555~1605 

陸方與談人(三) 

10 分鐘 馬  鳴 副局長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科技局

1605~1615 

臺方推薦與談人(一) 

10 分鐘 呂銘洋 總幹事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1615~1625 

陸方與談人(一) 

10 分鐘 馬  鳴 副局長 

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科技局

1625~1650 O&A 全體與談者 25 分鐘 

1650~1710 總結 

陸方主持人 

20 分鐘 傅學坤 副主任 

成都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管理委員會 

1710~1730 總結 
主持人：汪嘉林 理事長 

20 分鐘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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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0 醫療器材產業分組議程 

分組論壇 

會議時間 會議議程 
分論壇主持人和與談貴賓 

 

1325~1330 分論壇準備   

1330~1335 兩岸醫療產業概況 

主持人：郭義松 理事長 

5 分鐘 
臺灣區醫療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1335~1340 兩岸醫療產業概況 

陸方主持人 

5 分鐘 吳月朗 處長 

省科技廳社發處 

上半場 

1340~1345 產業發展概況 

臺方推薦名單(一) 

5 分鐘 陳濱 榮譽理事長 

臺灣區醫療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1345~135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一) 

5 分鐘 汪少敏 副院長 

湖北省科技資訊研究院 

1350~1355 產業發展概況 

臺方推薦名單(二) 

5 分鐘 陳進明 副執行長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355~140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二) 

5 分鐘 劉江海副市長 

湖北省天門市 

1400~1405 產業發展概況 

臺方推薦名單(三) 

5 分鐘 馮樹勻 組長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醫材組 

1405~1410 產業發展概況 

陸方與談人(三) 

5 分鐘 康  微 局長 

湖北省孝感市經濟發展局 

1410~1420 

議題一：台灣醫療器材產業

進入大陸市場的商機與問題

臺方推薦與談人(一) 

10 分鐘陳濱 榮譽理事長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420~1430 

陸方與談人(一) 

10 分鐘汪少敏 副院長 

湖北省科技資訊研究院 

1430~1440 
臺方推薦與談人(二) 

10 分鐘
陳進明 副執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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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440~1450 

陸方與談人(二) 

10 分鐘劉江海副市長 

湖北省天門市 

茶歇 1450~1505 茶歇 15 分鐘

下半場 

1505~1515 

議題二：兩岸醫療器材產業

的合作模式與互補優勢 

臺方推薦與談人(二) 

10 分鐘陳進明 副執行長 

財團法人金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 

1515~1525 

陸方與談人(二) 

10 分鐘劉江海副市長 

湖北省天門市 

1525~1535 

臺方推薦與談人(三) 

10 分鐘馮樹勻 組長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醫材組 

1535~1545 

陸方與談人(三) 

10 分鐘康  微 局長 

湖北省孝感市經濟發展局 

1545~1555 

議題三：兩岸醫療器材產業

如何合作，走向國際市場 

臺方推薦與談人(三) 

10 分鐘馮樹勻 組長 

經濟部生技醫藥產業發展推動小組 醫材組 

1555~1605 

陸方與談人(三) 

10 分鐘康  微 局長 

湖北省孝感市經濟發展局 

1605~1615 

臺方推薦與談人(一) 

10 分鐘陳濱 榮譽理事長 

臺灣區醫療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1615~1625 

陸方與談人(一) 

10 分鐘汪少敏 副院長 

湖北省科技資訊研究院 

1625~1650 O&A 全體與談者 25 分鐘

1650~1710 總結 

陸方主持人 

20 分鐘吳月朗 處長 

省科技廳社發處 

1710~1730 總結 

主持人：郭義松 理事長 

20 分鐘
臺灣區醫療暨生技器材工業同業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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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 大會預定議程 
 

8/21日 星期二上午 

主題活動時間 活動主題 分項活動時間 分項主題 主講者(預定) 時間 

0850-0930 嘉賓入場 0850~0930 來賓報到  

0910~0925 貴賓交誼  

0925~0930 貴賓入席  

0930~1200 分論壇 0930~0940 各分論壇主持人開場 分論壇主持人 10 

  0940~0955 兩岸園區交流會(一) 15 

  0955~1000 Q&A 5 

  1000~1015 兩岸園區交流會(二) 15 

  1015~1020 Q&A 5 

  1020~1035 茶歇 15 

  1035~1050 兩岸園區交流會(三) 15 

  1050~1055 Q&A 5 

  1055~1110 兩岸園區交流會(四) 15 

  1110~1115 Q&A 5 

  1115~1130 兩岸園區交流會(五) 15 

  1130~1135 Q&A 5 

  1135~1200 互動交流與QA及總結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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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表回函 
 

基 本 資 料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姓  名  職   稱  

報名分論壇 
 

(可複選) 

□綠能      □醫療器械 

 

□文創 

 

□生技 

電    話  

傳    真  

手機號碼  

E-MAIL  

其 他 資 料 

備 注 

活動日期: 2012 年 8 月 20(星期一) 21 日(星期二) 

舉辦地點:臺北國際會議中心 

參加方式:報名參加 

說明: 
1. 本會預定議程排定時間,將視情況適時調整. 
2. 如有重大更新,將各別通知與會人員. 
3. 本會保留其審核參加及其一切權利,人數額滿將不再受理報

名. 
4. 報名截止日期:101 年 8 月 15 號(星期三). 
5. 本論壇一律向所屬公協會統整預約報名,不接受現場報名,

敬請見諒. 
6. 敬請填妥本報名表後，傳真或 e-mail 至所屬公協會 

台北市生物產業協會 Taipei Biotech Association 
Tel: (02) 3366-2524    Fax: (02) 2363-7274 
Email：biotech-taipei@umail.hinet.net 
聯絡人  宋仁濱幹事 
台北市羅斯福路四段一號台灣大學生命科學館 1128 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