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函

單位聯絡地址：臺北市八德路 2 段 374 號 5 樓之 4
.

,電子郵件: csroc@csroc.org.tw

.

.電話：02-27811753

傳真：02-27812753

受文者：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
發文字號：106 電會捷字
附件：研討會議程資料

主 旨：敬請 貴單位函轉予轄下所屬機關，並指派資訊或業務相關同仁出席「2017 智慧安全城市
高峰會」，請查照見復。
說

明：
一、 隨著新興科技的成熟，從物聯網、大數據，到近年來的人工智慧、機器學習、認知服務
等，越來越多的新興應用於數位政府與智慧城市的推動上，其中包含智慧市民服務平台、智
慧交通網、城市公共安全防護，以及整體的國家國防安全等。有鑑於此，由電腦學會主辦、
台灣微軟股份有限公司協辦之「2017 智慧安全城市高峰會」，擬於 2017 年 12 月 12 日至 14
日假台北市 W Hotel 舉行。
二、 素仰 貴單位在我國智慧城市、國防安全和公共安全相關領域中，具有指標性與領導地位，
懇請撥冗蒞臨指導出席，為本論壇增添光彩與價值！
三、 議程及報名表如附件，懇請參閱見復。

2017 智慧安全城市高峰會
場次主題：智慧城市
時間：2017/12/12(三) 9:30 – 16:30
地點：台北 W Hotel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10 號)
時間

內容

20’

貴賓報到

09:50-10:00

10’

開場致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10:00-10:40

40

10:40-11:20

40’

全球智慧城市案例分享
微軟亞太區 Sr. Mgr. Rahul Savdekar

11:20-12:00

40’

台北好居 – 未來智慧城市藍圖
台北市政府資訊局 局長 李維斌

12:00-13:30

90’

13:30-14:00

30’

AI 於智慧市民服務平台上的應用分享
碩網資訊 董事長 邱仁鈿

14:00-14:30

30’

智慧交通與車隊管理解決方案分享
天眼衛星 副總經理 陳建甫

14:30-15:00

30’

GIS 於智慧城市上的應用分享
ESRI 台灣區總代理 協理 常健行

15:00-15:30

30’

智慧城市顧問服務解決方案
微軟亞太區 Architect Aaron Yue

15:30-15:50

20’

15:50-16:20

30’

09:30-09:50

16:20-16:30

10’

智慧城市策略發展藍圖
台灣微軟 首席技術與策略長 丁維揚

午餐

中場休息 與 廠商聯展
深度對談 與 企業媒合
碩網資訊
結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天眼衛星

ESRI

場次主題：國防安全
時間：2017/12/13(四) 9:30 – 16:30
地點：台北 W Hotel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10 號)
時間

內容

20’

貴賓報到

09:50-10:00

10’

開場致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10:00-10:40

40

國防與航太產業的智慧製造與安全管理
漢翔航空 總經理 林南助

10:40-11:20

40’

11:20-12:00

40’

12:00-13:30

90’

13:30-14:00

30’

Defense Cloud – 微軟軍方混和雲平台
台灣微軟 資深經理 馮立偉

14:00-15:00

60’

全方位資安防護解決方案
微軟亞太區 資安經理 林宏嘉
台灣微軟 產品經理 洪寶佳
台灣微軟 技術經理 洪嘉男

15:00-15:30

30’

國防安全顧問服務解決方案
微軟亞太區 Architect Aaron Yue

15:30-15:50

20’

15:50-16:20

30’

09:30-09:50

16:20-16:30

10’

空軍後勤資訊管理雲
前國防部總督察長 劉守仁 將軍
全球國防安全案例分享
微軟亞太區 Director AT Ball
午餐

中場休息 與 廠商聯展
深度對談 與 企業媒合
Modern Workplace
結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Data & AI

App & Infra

場次主題：公共安全
時間：2017/12/14(四) 9:30 – 16:30
地點：台北 W Hotel (台北市信義區忠孝東路五段 10 號)
時間

內容

20’

貴賓報到

09:50-10:00

10’

開場致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10:00-10:40

40

全球公共安全案例分享
微軟亞太區 Director AT Ball

10:40-11:20

40’

11:20-12:00

40’

12:00-13:30

90’

13:30-14:00

30’

智慧城市的安全監控解決方案分享
GENETEC 台灣區總代理 代表

14:00-14:30

30’

GIS 於城市公共安全上的應用分享
ESRI 台灣區總代理 協理 常健行

14:30-15:00

30’

消防雲與大型室內疏散解決方案
創鈺科技 總經理 賴鴻銓

15:00-15:30

30’

公共安全顧問服務解決方案
微軟亞太區 Architect Aaron Yue

15:30-15:50

20’

15:50-16:20

30’

數位警務優化解決方案
采威國際 資深經理 黃騰毅

10’

結語
中華民國電腦學會 代表
台灣微軟 代表

09:30-09:50

16:20-16:30

數位警政便民服務
警政署資訊室 主任 蘇清偉
紐西蘭智慧消防服務
紐西蘭消防署資訊室 主任 Chris Cunningham
午餐

中場休息 與 廠商聯展

2017 智慧安全城市高峰會
【貴賓報名表】

單位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部

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職

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貴賓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小姐

聯 絡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先生

□小姐

電

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分機：

)

參加場次(可複選) □ 12/12-智慧城市 □ 12/13-國防安全 □ 12/14-公共安全
電子郵件：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意事項：
1. 請 12 月 8 日 前 填 妥 本 報 名 表 ， 傳 真 至 （ 02 ） 2765-0017 ， 或 寄 電 子 郵 件 至
tera.service@teracom.com.tw。我們在收到您的報名表後，將儘速與您聯繫，以確認您的席位。
2.

活動報名洽詢活動小組，聯絡電話︰(02)2760-2518 分機 111、1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