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資訊服務分論壇

搶進馬來西亞智慧醫療及製造百億商機
敬邀參與
馬來西亞政府近年積極推動 Industry 4.0，發展「智慧製造」以促使產業升級；
此外其也自詡成為東南亞的醫療中心之一，故也積極興建醫院以發展「智慧醫療」，
提升醫療技術與設備水準。故為協助國內業者把握此發展機會、切入市場，資策會
與馬來西亞數位經濟機構(MDEC)合作，針對此二應用領域找到有需求的業者，於
今年 9 月 17 日(一)~20 日(四)帶領業者赴馬國拜訪，並於 9 月 19 日舉辦「2018 臺馬
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資訊服務分論壇」，媒合雙方業者交流合作，以拓展商務合作機
會。
本活動三大特色：
一、 實地參訪有系統建置需求單位：將實地參訪有導入智慧醫院及智慧製造解決
方案需求的單位，安排與其專案負責人對談，瞭解系統建置需求，並於 19
日論壇活動安排媒合活動，以協助業者爭取商機。
二、 協助展示系統以爭取訂單：
分論壇現場將提供業者展示攤位，以向馬方與會者展示解決方案，強化其對
解決方案之印象與瞭解。
三、 協助追踪媒合成果：協助媒合馬國具有醫療與製造領域市場經營實力的合作
夥伴，並於會後協助追蹤媒合狀況並提供諮詢服務，以促成實質合作。
欲參與臺馬資訊服務產業媒合會者，自即日起至 8 月 24 日為止，請儘速填覆
附件之公司資料表並回傳，俾利先行交換公司資料，以安排一對一媒合會。本活
動名額有限，歡迎產業先進及早報名。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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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邀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暨資訊服務業者媒合會
活動說明
一、活動時間：2018 年 9 月 17 日~20 日(四天三夜)
二、活動地點：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MIDA Sentral)
資訊服務分組論壇地點：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 31 樓
31F, NO.5, Jalan Stesen Sentral 5, Kuala Lumpur Sentral, Kuala Lumpur,
Malaysia
三、支持單位：經濟部工業局、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
四、主辦單位：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馬來西亞製造廠商聯合會(FMM)
「資訊服務產業分組論壇」執行單位：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馬來西亞數位經濟機構(MDEC)
五、預定行程安排：
日期
9 月 17 日
(一)
9 月 18 日
(二)
9 月 19 日
(三)
9 月 20 日
(四)

上午

下午

晚宴

訪問團直飛吉隆坡

參訪馬來西亞產業協會

接風
晚宴

參訪馬來西亞製造業者

參訪馬來西亞醫院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產業分組論壇
大會論壇
－資訊服務業者媒合會
參訪 MCMC
訪問團返台
My Maker

大會
晚宴

註：參訪單位與馬方單位接洽中，歡迎洽詢

六、「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活動議程
時間

行程說明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產業分組論壇

9:00-12:30
12:30-14:00

分組 1

分組 2

分組 3

分組 4

食品/醫藥/化妝

資訊服務

紡織

智慧城市

午餐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大會論壇

14:00-15:30

開幕大會暨臺馬合作 MOU 簽署儀式

15:30-16:00

茶歇

16:00-18:00

成功案例分享

18:00-21:30

大會晚宴

註：本活動日期與議程如有任何更動將另行通知，主辦單位保留相關更改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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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臺馬資訊服務業者媒合會」活動議程
 舉辦方式：
1.專家演講：邀請臺馬製造業及智慧醫療資訊服務專家，說明馬來西亞市
場需求缺口及分享臺灣發展經驗，以尋找雙方合作機會
2.企業一對一媒合會：
 活動前：協助雙方業者交換公司資料，以尋找有意合作的夥伴
 活動中：安排業者一對一媒合
 活動後：可協助業者後續追蹤媒合洽談成果，以促成實質合作
時間

議程

09:30-09:50

分組論壇開幕
馬來西亞投資發展局簡介馬來西亞經濟發展狀況

09:50-10:30

IoT 於智慧製造領域之應用專題
智慧醫療一對一商機媒合會
演講

10:30-10:50

茶歇

10:50-11:30

智慧醫療於資訊服務應用成功
智慧製造一對一商機媒合會
經驗分享

11:30-12:30

跨域交流媒合

12:30-14:00

午餐

八、報名資訊與費用
活動項目
臺馬產業鏈結
高峰論壇
資訊服務業者
媒合會

報名截止時間
8 月 24 日(五)
8 月 24 日(五)

費用
免費，參與人員僅須負擔
自身機票及住宿費用

填覆資料
附件一
附件一、二

本活動名額有限，請儘早報名，主辦單位保留報名資格確認權利。

九、洽詢專線：
陳小姐電話：02-2784-4789 分機 107；E-Mail: yuehjuchen@iii.org.tw
白先生電話：02-2784-4789 分機 102；E-Mail: kevinbai@iii.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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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 報名表
公司基本資料

公司名稱
公司地址
聯絡人姓名

職稱

電話

手機

電子郵件

傳真

參會人員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護照)

(註：不足部分請自行加列)

電話

手機

電子信箱

參加方式
1.參與行程（可複選）
□全程參與（9/17~9/20 各項活動）
□僅參加 9/19「2018 臺馬產業鏈結高峰論壇資訊服務分組論壇」
2.是否需要代訂機票：
□是(後續提供旅行社代訂資訊)

□否，自行訂購機票

3.是否需代訂住宿
□是：(後續提供旅行社代訂資訊)

□否，住宿自理

請將報名表回傳至：

陳小姐 E-Mail: yuehjuchen@iii.org.tw 電話：02-2784-4789 分機：107
若有任何疑問，歡迎來電詢問。謝謝您的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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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
經濟部工業局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令及經濟部工業局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規章，於向您蒐集個人
資料前，依法向您告知下列事項，敬請詳閱。
一、蒐集目的及類別
經濟部工業局因執行資訊服務業發展計畫及供經濟部工業局用於內部行政管理、陳報主管機關或
其他合於經濟部工業局所定業務、寄送經濟部工業局或產業相關活動訊息之蒐集目的，而需獲取
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聯絡方式(如電話號碼、職稱、電子信箱、居住或工作地址等)、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
※您日後如不願再收到經濟部工業局所寄送之行銷訊息，可於收到前述訊息時，直接點選訊息內
拒絕接受之連結。
二、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除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您的個人資料僅供經濟部工業局於中華民國領域、在前述蒐集目的之
必要範圍內，以合理方式利用至蒐集目的消失為止。
三、當事人權利
您可依前述業務、活動所定規則或依活動主辦單位聯絡方式向經濟部工業局行使下列權利：
(一)

查詢或請求閱覽。

(二)

請求製給複製本。

(三)

請求補充或更正。

(四)

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及利用

(五)

請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

四、不提供個人資料之權益影響
若您未提供正確或不提供個人資料，經濟部工業局將無法為您提供蒐集目的之相關服務。
五、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且同意經濟部工業局留存此同意
書，供日後取出查驗。
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
一、本人已充分獲知且已瞭解上述經濟部工業局告知事項。
二、本人同意經濟部工業局於所列蒐集目的之必要範圍內，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
本人經確認並同意上述聲明後填覆以上報名表，供經濟部工業局及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進行本活
動通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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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Company Brief
Contact Information

Company Name

*** Inc. / LOGO

Company website
Company address
Principal

Contact
person

Name

Position

Name

Position

Tel

Cell Phone

Fax

E-Mail
Product Information

Company Profile
Overseas Branches
Product description,
Solution,
Products Figure
Business match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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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Company Brief
Contact Information
Company Name

CCC Advanced Systems Inc.

Company website

http://www.ccc.com.tw/EN/default.asp

Company address

5F, No.52, Sec.3,Nangang Road, Taipei 11510, Taiwan, R.O.C.

Principal

Contact
person

Name

Vincent, LI

Position

President

Name

Van, Su

Position

Sales representative

Cell Phone

+886-955-123-123

E-Mail

pojui.su@acs.com.tw

Tel

886-2-27841234 ext：122

Fax

886-2-27881231
Product Information

Company Profile

With industrial control as the core technology, CCC Advanced Systems Inc.
(i.e. CASI), is a system integrator 1987. CASI provides engineering and
automation system businesses, covering design, procurement,
installation, integration, commissioning services in energy, transportation,
and high-tech plant industries. For the Industry 4.0 and IoT market
demands, CASI keeps developing new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in production performance, energy optimum, plant safety,
reduction of emission/cost, etc.

Overseas Branches Affiliate in Bangkok: ME INDUSTRIAL Ltd.
1.
Product description,
Solution,
Products Figure

2.
3.
4.

Energy Management: Mr. Energy 50001/ Power Monitor
 ISO50001 compliant solution
 Energy saving management
 Energy KPI management and tracking
Automation Control System: IAS/iCIP, for plant production control
Big Data solutions for I 4.0 manufacturing
I 4.0 & IoT system integration services in smart manufacturing and
smart city businesses.

Local ICT or engineering partners in manufacturing or smart city market.
Business matching
requir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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