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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uture Commerce
我們相信無論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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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未來的場景將被重新定義，那未來商務的世界將長什麼樣子？
2016 Future Commerce未來商務展，以「Experience Everything」為核心，策
畫「Future Business」、「Future Technology」、「Future Store」、「Future
Connection」四大主題，整合創新科技及互聯應用，規劃精彩大會論壇、四大
概念展區 、 三大未來生活展演 、 創新商務獎及未來創造實驗室等 。 協助台灣
產業能一次聚焦Mobile、Internet、Technology（MIT）所改變的未來世界，發
掘創新商業模式 、 服務 、 銷售與溝通方式 ， 不只理解 ， 更是了解該做什麼 、
該怎麼做 、 如何做 、 何時做 ， 一同攜手提早佈局 、 突破未來僵局 ， 開創真正
屬於我們的機會及時代。
未來商務 ， 不只是未來做生意的方式 ； 而是讓未來生活變的更美好的產品或
服務。
走進未來商務展，看見讓未來變美好的方式被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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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主展區

大會特別企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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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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oh9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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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生活區

• 勇闖未來夢想生活：指尖金融闖關大挑戰
便利的數位金融服務，消除了時間、空間的限制，
在未來金融生活展區選擇喜歡的角色，扮演夢想實踐家，體驗未來金融生活的一天！
*請以RFID體驗手環完成闖關體驗，可至E1-1~8 中國信託中央申辦區領取一份精美禮品。

• 百人限定！Tesla 電動車首度公開試乘體驗

移動生活區

試乘時段：每日11:00、13:00、14:00、15:00、16:00
試乘辦法：
1.於試乘時段前一小時內至移動生活區
2.完成RFID體驗手環感應，參加體驗券抽獎（即抽即發，每小時限量12名得主，每人限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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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從鑑車到上路的眼球巡禮，Tesla VR 賞車新體

移動生活區

感應RFID體驗手環，即可體驗 VR 賞車，全新感官享受，帶你親臨上路快感。
*為維護觀展品質，每人每次體驗限時為3分鐘。

娛樂生活區

• 全台唯一！連飛行員都覺得真實的9D體感機
試乘時段：每日11:00、13:00、15:00
試乘辦法：
1.於試乘時段前半小時內至娛樂生活區
2.完成RFID體驗手環感應，參加體驗券抽獎（即抽即發，每小時限量25名得主，每人限抽一次）
3.於試乘時段前，前往等候區，依序搭乘 （逾時及過號則不受理）
*重要提醒：患有心臟病、高血壓、脊椎受傷、孕婦、酒醉或服用藥物及身體不適者，請勿搭乘。

in Shopping Mall

• 千台秒殺的超萌機器人，Pepper 親密互動體驗
Day 1. 4/29(五) Pepper迎賓互動，體驗時段：11:30、13:30、15:30、17:30
Pepper零售近距離體驗， 體驗時段：11:00、13:00、14:00、15:00、16:00
體驗辦法：
1.於體驗時段前一小時內至娛樂生活區
2.完成RFID體驗手環感應，領取體驗券（即抽即發，每場限額3名得主）
3.每人每日僅限單次互動，不得重複體驗

C1-11~16 玉山銀行

• Future Store 支付心體驗
Louisa咖啡、口杯食堂、寧夏夜市古早味豆花出外景來到未來商務展嘍！
現場使用玉山Wallet等數位支付即可以超低優惠價吃吃喝喝，還可兌換可愛造型汽球！
*每人每日僅限單次互動，不得重複體驗

• NEW！無人商店，從進門到結帳，一機搞定

Happy Park 無人商店

商品琳瑯滿目，唯獨見不到店員？現場加入麻布海購物商城會員，有機會免費獲得精美商品一份！
*每人每日僅限單次互動，不得重複體驗

in Store

• 不用更衣的試穿體驗，虛擬試衣機X互動式衣架
試衣再也不用穿穿脫脫，虛擬試衣機與智能衣架的結合，體驗O2O未來商店虛實穿搭的無縫連結。
*為維護觀展品質，每人每次體驗限時3分鐘。

Future Commerce 大會概念區

• 人人都是VIP! 啟動人臉辨識系統
體驗最夯的生物辨識科技應用，整合大數據應用的精準行銷術
*需以RFID體驗手環完成感應，並建立臉部辨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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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R觀展新體驗，四大展區逼真登場

at Home、in Store、in Shopping Mall、on Street

VR的應用應該更具想像力，立即至四大展區場景專區，
體驗VR觀展身歷其境的全新感受，延伸商務應用的無限可能。
*為維護觀展品質，每人每次體驗限時3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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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9(五)

10

4/30(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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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Next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
商務模式×科技應用×實際案例×創新連結
Vision Next未來商務論壇由數位時代觀點出發，串聯大會主軸，剖析未來商務趨勢與核心，引領未來商務新指標！
從創新商務模式切入，直擊最新商務科技，體驗全方位O2O應用，創造無限新連結，引領與會者進入未來，體驗新世代商務！
從需求到行動，協助全台產業實現未來商務的想像，共同探索新經濟，促成新商業！

4/29(五)
09:00

來賓入席

09:40

打造未來的商務競爭力

徐瑞廷／波士頓顧問公司（BCG）台北辦公室負責人、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10:20

未來商務之旅—體驗設計與實踐

Luis Alberto Chiang Carbonell／IBM 大中華區互動體驗戰略、創意與設計部負責人
10:40

跨境商機的物流策略

畢中偉 ／ UPS台灣分公司總經理
11:00

未來金融生活－重新定義生活型態

王俊權 ／ 中國信託全球個金風險管理處處長
楊子宏 ／ 中國信託台灣區個金客群經營處處長
11:20

觀展時間

13:30

應用科技如何觸發新商業模式

呂芳銘 ／ 鴻海集團副總裁
14:10

探討媒體、營銷和商務由過去、現在到未來在雲端的匯合

Zane Moi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mazon Web Services
14:30

大數據：從交易到互動

Martin Willcox ／Director, International Big Data CoE Teradata Corporation
15:00

全通路溝通：創意互動未來式

劉伯欣 ／ IBM大中華區智慧商務顧問經理
15:20

虛實整合！全通路營銷新格局

洪毓祥 ／ 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
15:40

頂級購物體驗，行動支付升級服務

辛瑋達 ／ Visa北亞區商戶業務總經理
16:00

爆紅12星座影片的祕密：用內容產生駭客成長

黃晨皓 ／ 數果網路公司(Popdaily)執行長暨策略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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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Next 未來商務趨勢論壇
產業權威×趨勢專家 引爆未來商務創新革命
講者簡介（依論壇順序）

徐瑞廷
波士頓顧問公司（BCG）台北辦公室負責人、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領導BCG大中華地區的策略專題研究組 ， 同時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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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太
地區擁有豐富的諮詢經歷，歷年參與許多高科技與電信產業相關中長期策略、
商業模式與全球化策略之規畫與執行專案。

Luis Alberto Chiang Carbonell
IBM 大中華區互動體驗戰略、創意與設計部 負責人
現任IBM大中華區的戰略 、 創新與設計團隊的負責人 。 負責領導有創意的設
計師 、 用戶體驗專家 、 有遠見的創新者和未來派技術專家 ， 為IBM在大中華
區的最重要客戶設計突破性的用戶體驗。

畢中偉
U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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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藉深厚的航空公司
及轉運中心經驗 ， 曾領導中國浦東機場轉運中心與深圳轉運中心迅速地成為
UPS在亞太區最具規模的轉運中心。

王俊權
中國信託全球個金風險管理處處長
負責中國信託全球個人與信用金融風險管理業務，屢次領導團隊獲得
《Asia's Leader in Risk Management》《The Asian Banker》等風險創新管理
國際大獎，展現創新應用金融數據的充沛能量。

楊子宏
中國信託台灣區個金客群經營處處長
於2000年加入中國信託，在財管客群經營發展有多項傑出成就，並帶領團隊屢
獲國際大獎肯定；目前領導個金客群經營策略、行銷企劃與資料庫管理運用。

呂芳銘
鴻海集團副總裁
中原大學應用物理研究所畢業，2000年迄今擔任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富士康科技集團】董事兼副總裁，以及2014年迄今擔任亞太電信公司董事長。
專長領域為網路通訊產品 ODM/IDM 設計研發及生產供應鏈管理。

Zane Moi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mazon Web Services
Zane leads AWS' business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for Hong Kong, Taiwan and Macau,
which includes responsibilities around local business development, systems integrator and
technology ecosystem partnerships. Prior to AWS, Zane founded a Big Data Analytics and
Visualization startup called TreeCrunch and also spent over a decade at smartphone maker
BlackBerry where he held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Canada, Australia and Hong Kong,
most recently as their Regional Director for Hong Kong, Taiwan and Korea. He has a BA
(Hons) in Economics from 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and an MBA (Distinction)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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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tin Willcox
Director, International Big Data CoE Teradata Corporation
Martin Willcox leads Teradata's International Big Data CoE, a team of Data Scientists,
Technology and Architecture Consultants charged with assisting customers to realise
value from their Analytic data assets – and with articulating to prospective customers,
analysts and media organisations across the International region Teradata's Big Data
strategy and the nature, value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eradata technology and solution
offerings.

劉伯欣
IBM大中華區智慧商務顧問經理
現任IBM大中華區智慧商務顧問經理擁有產業數十年豐富經歷，擅長全通路營
銷與虛實整合策略，服務港中台頂尖百大企業，協助客戶全通路策略規劃、戰
略分析與執行 ， 專長整合線上虛擬通路與線下實體通路， 發揮全通路協作綜
效，串連系統與訊息，提供客戶完美無縫的全通路一致性體驗。

洪毓祥
資策會創研所副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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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瑋達
Visa北亞區商戶業務總經理
於2012年獲委任為Visa 北亞區商戶業務總經理，負責與商戶建立策略性夥伴關
係，市場業務發展，以及開拓Visa在北亞市場的收單業務。在信用卡業務及業
務管理方面擁有豐富經驗，於任職期間，對Visa的業務發展及擴大Visa在北亞
地區的收單網絡貢獻良多，亦為金融機構和商戶帶來實質價值。

黃晨皓
數果網路公司(Popdaily)執行長暨策略總監
內容型網站連續創業家， 對社群行為有著高敏銳度。 2008年開始網路內容經
營；2015年2月擔任數果網路執行長，與夥伴共同推出12星座系列影片，使旗
下網站PopDaily波波黛莉，於短時間內受到50萬關注，成為女性內容的指名平
台。2016年目標將拓展海外，深化在亞洲的內容影響力。
論壇主持人

盧諭緯
《數位時代》編輯總監
曾任公共電電視新聞部記者、節目部企編，《 Shopping Design 》雜誌編輯統籌，
《 PC Ofﬁce 》雜誌總編輯。長期從事科技、財經管理及創意文化方面報導。作
為引導創業家的創新定位專家，能實際帶給來賓更多啟發及建議，並交織更多元
創業觀點。

張鐵志
《報導者》創辦人
台灣作家、資深媒體人，曾經擔任《旺報》文化副刊主任、《新新聞》副總編
輯，並且在《中國時報》、《文訊》雜誌、《信報》、《南方都市報》、《南
都週刊》及《東方早報》等媒體皆曾經擁有專欄。成立台灣第一家公益基金會
形式的新創媒《報導者》希望新聞回到最原始、最根本，撰寫好的報導，為社
會大眾帶來更多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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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特別企劃
Future Lab

未來創造實驗室

FinTech專場
鍋爐室

未來商務×服務設計×金融創新
Service Design Thinking in FinTech
創新商務風起雲湧，金融科技首當其衝，P2P、群募、行動支付……金融科技翻轉全
球，FinTech 金融科技還能怎麼玩？我們相信無論科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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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erience Everything」才是王道，如何設計更
好的顧客體驗，將成為未來商務的決勝關鍵！
－採用服務設計思考方法導入未來金融服務規劃，Step by Step 帶領創造FinTech全新想像

4/29(五) 09:30-21:30

4/30(六) 09:30-18:00
華山 鍋爐室

主辦單位：數位時代
L a b 啟 動 ：Poseidon
共同推動：中國信託

Future Lab

未來創造實驗室

CMO Salon
拱聽

4/29(五) 09:30-21:30

Marketing Transformation
掌握顧客體驗，重新定義行銷
13:00

貴賓報到

13:30

New Way of Marketing
奔跑吧，轉型中的行銷長

* 本次活動恕不接受現場報名

高孟華／台灣IBM市場行銷部暨公共關係處副總經理
13:45

未來顧客體驗由此登機

Luis Alberto Chiang Carbonell／

華山 鍋爐室

IBM大中華區互動體驗戰略、創意與設計部負責人

14:20

歡迎光臨數位行銷科技講堂

張榮峰／IBM大中華區客戶互動解決方案負責人
14:50

午茶交流

15:10

未來行銷此刻啟動—行銷長咖啡小聚
與談人： 周郭傑／中國信託金融控股 副總經理

主辦單位：IBM
媒體夥伴：數位時代

16

16:30

單紹棣／神腦國際營運長
陳文華／法倈麗國際個人消費品事業群總監
高孟華／台灣IBM市場行銷部暨公共關係處副總經理
主持人：王文華／夢想學校執行長

Poseidon Sevice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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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Business 挖掘創新商務模式

Shop Anywhere, Any Type, Any Time！不受限時間地點型式，創新科技與互聯應用的邂逅，
將商務與生活完美結合，也讓商務模式充滿了無限可能性。

A1-1 禾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nforCharge Co.,Ltd.
體驗無線充電APP拿好禮
為亞洲首間無線充電軟硬體整合服務公司，致力於提供大眾最簡單、方便的無線充
電體驗。從咖啡廳、餐廳、旅館、機場、購物商場等商家，打造共振式(Rezence技
術)無線充電硬體系統，並透過無線充電串聯完整的O2O集客策略達到與一般服務之
差異化。
www.inforcharge.com

A2-1 JIBAKO
立即註冊送好禮！整點真人服務現場體驗
亞洲第一的線上服務媒合平台JIBAKO ， 取自台語諧音 「 幾霸摳 」， 提供上百種
100元專屬服務 。 賣家可以提供技能服務他人 ， 買家也能尋求幫手解決生活中的大
小事。 秉持著 「 用創意 賣服務 做公益 」的信念 ， 期待每個人的生活， 開始有一點
新的模樣。
www.jibako.com

A2-2 紅點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DIdea Co., Ltd.
VoiceTube 看影片學英語免費課程體驗
立志營造一個美好的英文學習環境！ VoiceTube HERO 系統由 VoiceTube 專業師資
團隊獨家設計 ， 打造最有效率的影片學習模式 。 透過影片 ， 使用者能夠用輕鬆有
趣的學習教材 ， 重複聽取單句 ， 更容易了解單字的發音及用法 ， 學習到真正實用
的英語用法， 讓你用全新的方式學英文。
www.voicetube.com

A2-3 客路旅遊科技有限公司Klook Travel
現場體驗可獲得旅遊金折抵券NT$100
2014年創立於香港 ， 目前於深圳 、 新加坡均有設分公司 ， 並迅速在亞洲各主要城
市拓點 。 Klook客路為一站式旅遊體驗預訂平台 ， 提供超過30個亞太地區熱門目
的地， 2,000多項旅遊體驗， 顛覆傳統旅行概念。為2015年亞洲唯一入榜" Best of
2015 "年度最佳應用程式的旅遊App。
www.klook.com

A2-4 拍貼生活股份有限公司 Tapbee Life Inc.
現場體驗即贈「 2016全新Memory+珍藏記憶NFC貼紙」 一份
以NFC感應科技 ， 發展實虛互連的O2O服務入口 ， 提供實體場域簡單免搜尋的
「 TAPBEE+揪好嗶 」 行動媒體 ， 以手機觸踫即可得生活娛樂訊息或現金折扣 ， 無
需累積點數 ， 立即可到商家兌好康抵現金 。 創造消費者時時有新鮮 ， 處處有驚喜
的娛樂， 結合行動支付 ，發展商家「 嗶經濟」 生態圈。
www.tapbee.life

A2-5 連環扣股份有限公司 CO-CODES CO. LTD.
展期內加入ID發行帳戶， 超值限時優惠１折
ID條碼發行中心 ： 公道買賣=貴不貴 、 買不買 ， 消費者自主決定 ， 廠商首重 「 說
清楚 、 講明白 」， "ID條碼"讓發行商輕鬆就可以做到向消費者交代每一個商品的
來龍去脈。（ 發行商發行ID條碼， 使每商品隨身攜帶身分證）
id-codes.com/service/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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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Technology 直擊最新商務科技
未來的服務將以任何型式、任何型態出現在生活中。
雲端、大數據、CRM、互動電視、VR應用、iBeacon、Mobile應用，
創新科技加值將讓服務如影隨形！

B1-1 博弘雲端科技Nextlink Technology Co., Ltd.
來找雲端專家Nextlink， AWS T-shirt 送給你！
Nextlink是雲端服務專家 ， 專業 、 快速 、 注重細節 ， 具有強烈使命感來解決客戶雲
端的問題 。 擁有多平台認證架構師及國內外經驗豐富團隊 ， 提供企業專業 、 多元
且全球化的解決方案及優質的服務與產品， 並以技術支援確保運作順利。
www.nextlink.com.tw

B2-1 台灣亞馬遜網路服務Amazon Web Services, Inc.
成立於 2006 年，透過位於美國、 澳洲 、巴西 、 中國、 德國、 愛爾蘭、 日本與新加
坡的資料中心 ， 提供強大而功能完整的雲端基礎設施平台 ， 包含運算 、 儲存 、 資
料庫 、分析 、 應用與部署服務。全球有超過 100 萬個客戶目前仰賴 AWS 的服務快
速創新、降低 IT 成本以及擴張全球應用。
aws.amazon.com

B2-2 藝創數位科技 ETron Software Co.,LTD
現場體驗活動若達成目標即獲贈限量小禮
九個人 、 兩隻貓 ， 2014年成立 ， 懷抱熱情以製作遊戲的精神和經驗 ， 嘗試在文創
產業中激起出火花 ， 致力打破幻想與現實間的界線 。 目前以Unity結合AR技術提供
各種服務 。 AR新服務 ， 翻轉卡片新玩法 ， 三步驟把祝福透過影片 、 文字 、 留言訊
息跟著卡片寄出去，幫您記錄永恆的每一刻。
www.etronsoft.com

B2-3 動物雲網路科技 Animal Cloud Internet Technology Co., Ltd
下載APP即贈寵物週邊小禮
以寵物照顧為主的小型企業 ， 開發許多寵物週邊系統 ， 無論是協助客戶 、 廠商與
愛毛小孩的飼主們 ， 都有更方便的E化產品 。 透過寵物社群的平台 ， 可以協助寵物
主人分享更多毛小孩的回憶紀錄 。 並協助小型寵物店家 ， 透過平板與NFC系統 ，
更快速的管理店內客戶現有需求與未來供需。
Phone.petmaji.com.tw/crm

B2-4 方向聯合數位科技 ddtmap Technology LTD.
現場體驗VR 眼鏡、9D體感座椅的感官震撼
以人機體感互動 、 擴增實境 、 虛擬實境與混合實境為技術核心 ， 展示娛樂 、 教
育 、 模擬訓練 、 運動 、 商務 、 行銷 、 人機體感等整合多媒體數位匯流創新服務 ，
客製化的APP開發服務， 結合VR設備提供完整展示與體驗。
ddtmap.com

B2-5 創意引晴 Viscovery：智能影音探索平台VDS
智能影音探索VDS免費試用
2011年在台灣成立 、 2013年設立新加波海外據點 、 2014年拓點中國 。 以影像辨識
為基礎 ， 提供專利圖像之離線辨識 、 影音內容分析與審核等加值服務的智能影音
探索平台 ， 整合廣告解決方案 ， 並透過智能廣告匹配自動標籤與相關推薦 ， 解析
商業價值， 開創新型態影音廣告大數據。
viscovery.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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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6 雲簽科技 Papasign Technology
現場有獎徵答， 有機會獲得免費咖啡招待
致力於提供企業全新的數位化體驗 。 將多年豐富的經營管理經驗 ， 結合最新科技
協助企業在營運 、 管理上更加便利與靈活 ， 讓企業更專注於產業 。 完善的客戶資
料管理 ， 提供客戶高品質的個人化服務 ， 並能在交叉分析中預測未來 。 同時結合
行動裝置， 讓您隨時掌握、 追蹤進度。
www.papasign.com

B2-7~10 赫迅互動科技 Herxun Inc.
現場樂搖冰淇淋， 註冊會員送好禮。
打卡拍照分享到「我要放假 」社交牆及FB ，咖啡兌換券免費送。
市場跨足兩岸三地 ， 台灣為亞太區總部 ， 北京為大中華區雲端研發中心 ， 為少數
能夠兼具體驗設計 ， 行動科技與雲端技術的國際化行動顧問公司 ， 未來逐步結合
大數據分析 ， 協助品牌與企業創造全新的商業模式與消費者體驗 。 服務的內容從
企業行動策略導入規劃 、 經驗設計 、 App開發與測試 ， 數據分析回饋 ， 提供企業
360度的全方位顧問服務。
www.herxun.co

C
社群工具、電子標籤、虛擬試衣間、VR眼鏡、金融科技、無人店舖，
體驗融合實際應用場景，伴隨著社群的加值及金融科技的應用，
SoLoMo重新被定義，O+O創造出全新的消費新世界！

C0-

資策會IoT智慧商務小組 Intelligent IoT Commerce

3D虛擬試衣間、RFID互動式衣架
為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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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共同發起人來自不同專業領域 ， 包
括實體場域 ： 中華民國購物中心協會 、 電子商務 （ 17Life ）、 行動支付 （ 聯合國
際 ）、 硬體設備 （ 依德科技 ） 和資策會創研所 。 藉由成員們互相交流 ， 思考不同
產業所面臨的困難與發展契機 ， 協助加速各產業腳步 ， 開發國內外智慧商務市場
商機 ， 促進各類合作機會 。
www.facebook.com/iotbeacon

C1-1 全網行銷 FamilyNet Co., Ltd
下載MyFamiPort APP ，限時限額好禮送
負責全家便利商店網路金流 、 電子錢 、 票券及紅利PIN碼的開發管理及系統建置 ，
提供酬賓兌換平台 。 以創新的思維 ， 為通路與供應商帶來不一樣的消費模式 ， 以
提供消費者快速便利的購物環境。
www.familynet.com.tw

C1-2~3 精誠資訊 SYSTEX CORPORATION
現場體驗，LINE禮品小舖請喝咖啡
台灣資訊服務產業龍頭企業，並跨足兩岸三地及東南亞市場。聚焦在「雲端、資安、
行動、大數據與物聯網」五大方向，投入應用創新與研發，引領完整的產業價值鏈，
協助企業客戶透過IT創新，創造成長、持續前進！本展展出O2O電子禮券導客服務、
多頻聲紋行動支付、人臉辨識行動支付、mPOS行動支付等服務。
www.syste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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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4~5 智慧時尚 Fashion Intelligent Co., Ltd.
體驗「 CHECKME 任務迷」換好禮！
結合雲端科技和消費集點服務 ， 發展O2O導客服務與大數據分析 。 提供點數和電
子禮券服務並積極發展創新的O2O數位行銷工具 ， 以APP結合定位服務及導客方
案 。 台灣首款以iBeacon技術為核心運用 ， 結合門市實境行銷的APP 。 合作通路中
即有72%藍芽開啟率 ， 結合點數機制與零售通路合作 ， 達到實質效益門市宣傳 、
商品引導 ， 進而重點式採購 ， 完成消費行為目的 ， 使商家得以隨時優化行銷策
略。
www.openlife.co

C1-6 台灣IBM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成立百年以來不斷進行企業革新 ， 歷經過多次轉型 ， 已經轉型為 「 認知解決
方案與雲端平台服務公司 」。 今日的IBM ， 專注於五大成長策略重點 ： 雲端運
算 、大數據和分析、 行動 、 社群業務、 和資訊安全。 IBMer 正不斷地透過企業諮
詢 、 資訊科技和研發的專業 ， 與世界各地客戶積極合作 ， 共同為終端客戶提供更
好的服務、 新穎的見解與獨特的價值。
www.ibm.com/tw-zh

C1-7 數位時代 Business Next Media Corp.
1999年詹宏志先生創辦《數位時代》，至今發行地已遍及台灣、香港和大陸。定位
為科技財經雜誌的《數位時代》，秉持報導數位經濟最新觀念及資訊，不斷為讀者
挖掘最尖端的趨勢話題。目前已進化成一個多元的資訊知識服務平台，為台灣追求
創新的企業及工作者提供全球最新的經營觀念與人物典範。
www.bnext.com.tw

C1-8 中創科技 TOA Optronics Corporation
現場訂購立即享有系統設備免費建製、 月租費優惠
致力於節能產品及智慧產品 ， 中創科技有相當成熟的產品 ， 應用在創新的O2O店
商銷售機制上 ， 此次利用無線物聯網系統 ， 提出創新展覽應用 ： 包括創新的自動
感知手機報到系統 、 展會APP與行動智慧會員系統 、 趣味人臉辨識與展會的互動
體驗應用 、 提供各家Booth互動的Beacon訂位推播系統 ， 以及在中創展覽Booth上
所展出多樣IOT應用商品 ： 包括全方位的O2O智能零售服務平台 、 智慧門店節能系
統 、IOT隨選視訊系統、 票券手機智慧核銷系統等。
www.toao.com.tw

C1-9 萬圖科技 Otiga Technologies
利用獨創Echoss Smart Stamp智慧印章提供創新O2O 服務應用平台 ， 致力提供完
整線上線下驗證整合解決方案 。 可支援網頁 ， 無需另外安裝app也能進行驗證核
銷 ， 可作為票券發行 、 核銷 、 集點 、 闖關蒐集等功能應用 ， 並可將傳統行銷模式
Online化 、 具備追蹤用戶及整合用戶線下消費足跡的能力 ， 提供線上線下整合的
大數據應用 。
www.12cm.co.kr/en/12cm

C1-10 快取寶 catch-power
阿旺獅網購美食整點限時賞、打卡按讚現購現取低價購、會員購物買一送一滿額享好禮

快取寶創新冷凍 、 冷藏 、 常溫合一的智能自助取物櫃 ， 結合行動購物 、 專屬物
流 、 自助取貨實體門市 ， 深入社區與商辦大樓 、 108個捷運站等便利處 ， 整合食衣
住行育樂等各項服務，提供便利生活新體驗。
www.catc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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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新聞報導

google maps 搜尋快取寶

大台北捷運

創新領先全球 冷凍、冷藏、常溫合一智能取物櫃

108

多元貼心服務 整合生活所需食衣住行育樂商品與服務

全面啟用

便利自助取貨 全程保鮮高品質、自選取貨地點與時間

冷藏

站

現購現取 常溫

加盟 合作募集中
歡迎社區商辦免費申請快取寶設置

購物自助取貨

02-28910928

常溫

悠遊卡感應區
EASY CARD

晶片卡
CARD

電腦版/手機版/APP

實體門店觸屏

快取寶購物商城嚴選各地良品好食

生鮮蔬果

熟食料理

蛋糕零嘴

寵物世界

廚房幫手

產地嚴選品質把關
生鮮食材新鮮蔬果

簡單加熱幾步驟
肚子味蕾全滿足

火紅蛋糕零食全在這
免排隊品嘗人氣口味

不離不棄毛小孩
營養好味都是愛

廚房幫手先搞定
好料才能輕鬆出

包裹收送
免跑郵局及快遞公司
隨時隨地順手投遞

洗衣服務

健康美麗

家居生活

文創小物

上班前送洗整燙清潔
下班後自取省事省力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coming soon

搶先體驗行動購物、下樓取貨的便利新生活 社區、商辦大樓免費申請中 快取寶服務專線：02-2891 0928

www.cat ch- 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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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11~16 玉山商業銀行 E.SUN Commercial Bank

Future Store
未來商務×數位金融

支付心體驗
使用玉山Wallet或搭配指定付款方法完成以下任一體驗 ，
即可兌換可愛造型汽球 ，數量有限 ，兌完為止 ！

A.早安咖啡精神足
持玉山Wallet 、 玉山悠遊聯名卡 、 一卡通 ， 或搭配拍照分享活動即享Louisa咖
啡超值優惠 ！
B.午餐飯糰電力滿
持玉山Wallet 或搭配拍照分享活動即可以超低價10元帶走口杯食堂飯糰！
C.午後豆花甜身心
持玉山Wallet 、 街口支付、 MoneyCoin電子錢包或搭配拍照分享活動帶您吃寧
夏夜市古早味豆花！
＊氣球兌換時間10:30-16:30，氣球 、 攤位體驗為限量， 兌完為止。
www.esunbank.com.tw

C2-1 曜比科技 UBITECH Co., Ltd
專為獨立小店、 零售店舖所設計的APP收銀系統客立樂QLiEER iPad POS， 開發理
念為 QUICK 、 CLEAR & SIMPLE，力求簡單快速好操作， 可離線運作的 iPad 商
用系統與雲端營運分析控制後台 ， 提供最合適的功能將需求實現 ， 解決營運管理
的問題， 讓業者能更專注於品牌經營與發展。
www.qlieer.com

C2-2 台灣行動易 Cupple Technologies Limited
現場下載體驗， 全台指定優惠享不完！
由台灣、香港、美國團隊共同打造大中華區行動支付與社交應用服務。杯杯
Cupple為LBS (陌生零距) 社交送禮APP， 用戶可在APP上獲取、 分享即時資訊 ，
秒選最適合自己的社交地點 。 結合電信支付與線上刷卡功能 ， 24小時皆購買或餽
贈， 免錢包行動支付， 讓消費體驗更輕鬆愉快。
findcupple.com

D
網路行銷、互動影音、實境直播、電動車、無人機，
科技穿透生活，也被我們深刻應用，溝通的訊息與我們同行。

D0-1 孚海國際 Flowing Ocean
Tesla電動車試乘！
創立於2010年， 自2013年開始導入Tesla並致力於推廣國內電動車發展。
www.facebook.com/flowingocean

D0-2 裕隆電能 Yulon Energy Service Co., LTD.
裕隆電能為裕隆集團關係企業 ， 提供電動車相關配套設施與服務 ， 包括電動車電
池租賃 、 充電設施 、 用車便利服務及雲端營運系統 。 目前裕隆電能已在全國設立
超過600座充電樁， 致力於為車主、 充電站業主提供即時、 便利及多樣化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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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1~2 Readmoo群傳媒 eCrowd Media, Inc.
加入會員送好禮、填問卷還可抽大獎
結合電子書服務、 閱讀社群及創作市集的多元閱讀平台。 與超過 350家華文出版
社 ／作者合作 ， 以最先進的HTML 5網頁技術提供讀者跨平台、 跨載具及離線閱
讀等電子書體驗 ， 並強調畫線 、 註記 、 分享等社群功能 。「 Readmoo分享書 」 透
過最方便的功能來充實書櫃 、 管理閱讀紀錄 ， 並且為您找到下一本值得閱讀的書
籍。
store.readmoo.com

D2-3~4 春水堂科技娛樂 Spring House Entertainment Tech.Inc
下載Hami書城App即贈精美好禮， 現購年約方案即贈暢銷商用書
Hami電子書城打破書籍雜誌整本閱讀的概念，由專業編輯挑出精選文章，提倡運用
十分鐘零碎時間閱讀 。 Hami書城具備高質感瀑布流頁面 ， 首推獨家影音互動電子
書，提升「閱讀」趣味性；打造個人化知識庫，「閱讀」中可隨時寫重點、摺頁、
畫圈，甚至可將筆記管理收藏，為大眾創造優質閱讀環境！
bookstore.emome.net

D2-5 College Bike
試乘即享購車優惠， 還有機會抽中最新款College Bike！
當單車不再是通勤工具，而成為生活一部分的時候，「擇你所愛」變得至關重要；但
環顧城市與校園，卻難尋一輛令人愛不釋手的理想單車。因此，我們想提供更好的選
擇：College Bike，簡單的設計、實惠的價格、以及專屬你的生活風格。
www.collegebike.tw

D2-6 Hahow思哈
好學校課程體驗！現場完成小作業， 拍照打卡就送課程折價券
完善備課機制 ： 任何人都能開課 ， 課程內容及品質由 「 群眾募資 」 機制把關 ！ 學
生有任何問題都可透過平台即時發問與老師互動 ， 並透過 「 作業創作 」 發揮學習
效果、 交流不同意見
hahow.in

E1-1~8 中國信託 CTBC

E

以大會RFID手環完成 「 指尖金融闖關大挑戰 」， 可至本展區中央申辦區領取精美
禮品一份
展望未來 ， 中信金控秉持著 「 We are family 」 的品牌精神 ， 持續創新 ， 打造全方
位的數位金融生活 ， 從2015年2月開始 ， 中國信託積極往數位化布局 ， 以強大的整
合力發展異業結盟 ， 尋找金融業與金融科技合作的新藍海 ， 向未來搭起數位金融
橋樑 。完美的未來數位生活， 已經不只是想像， 我們正在實踐！

F

F1-1 時間軸科技 Hiiir Inc.
下載「 時間市集」APP並一起追逐小偷，就有機會得到精美小禮一份
時間軸科技於今年4月推出「時間市集」，是一款提供優質內容的主題式閱讀
App ， 也是以策展為出發的導購服務 ， 從人的觀點分享生活型態 、 創造情境 、 為商
品講故事，藉此協助店家把好物推薦給潛在消費者。
www.hii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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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以具體的空間及情境，詮釋創新科技、互聯應用及物聯生活搭建的未來商務世界。

×
Shop Anywhere, Any Type, Any Time!
不受限時間地點限制，以「at Home」場景搭建，
展現Future Business連結智慧生活，宅在家也能擁有的美好消費時代來臨。

×
創新科技加值將讓服務如影隨形
無人商場將為你帶來超越期待的服務體驗。透過「in Shopping Mall」場景，感受Future Technology各
式創新技術科技，創造加值商務服務新價值。

×
SoLoMo重新被定義，O+O創造出全新的消費世界
實體店舖不只是多元感官的體驗，更是實體與虛擬的連結。
以「in Store」場景搭建，展現全通路時代SOLOMO２.0轉化深度溝通的新價值。

×
精彩的移動生活才正開始！
科技穿透生活 ， 也被我們深刻應用 ， 與消費者的溝通將朝向移動化 、 遊戲化 、 直播化 、 娛樂化發
展；整合移動生活及娛樂生活，以「on Street」場景搭建，展現精彩的移動生活才正開始。

整合娛樂生活及大會活動、探索舞台，以「遊樂園」場景，打造休憩體驗、互動參與的不同體驗。

C

F

結合了Mobile、Internet及Technology的生活將成為怎樣的面貌？

HF

理財、 貸款 、 支付、 儲蓄 ……生活的一切幾乎都與金融服務密切相關， 當金融科技喊的火熱， 下午
三點半不再是限制，一天24小時、一年365天，金融服務與生活將整合出完美的體驗。

F

街景跟以前都不一樣了， 自動駕駛當道， 街上隨時能找到電動車充電站； 櫥窗不再冰冷， 互動螢幕
讓產品更真實呈現，有人還拿著手機掃描牆上商品直接付款完成，移動生活繽紛展開！

F

娛樂體驗的方式將直接影響生活型態及未來溝通的方式 ， 整合 「 移動化 、 遊戲化 、 直播化 、 娛樂
化」的形態及內容，未來娛樂生活將如何展現？邀你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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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機會無所不在
每個家裡都將有一位智慧小精靈。一起床，燈光空調已經調整到最適狀態，伴隨著咖啡香，提醒 你一天的行程，還
傳來Future Mall VIP封館優惠的訊息……冰箱比你還了解你自己，螢幕隨時顯示存貨及物品狀態，因應需求可以毫
不費力就買完了所有家居用品……只需要張嘴就可以叫車，走出家門車子已經在外面準備好了，連車上的音樂都是
自己最愛的……

Samsung RT53 雙循環雙門冰箱
關心全家的五合一 飲食小幫手
具備智慧記憶功能，記錄全家人使用冰箱的習慣，並會隨著
冰箱門的開關次數、室內溫度與濕度變化來調整冰箱所需的
運轉能量，同時將冷凍冷藏靈活調配，創造出「五種使用模
式合一」的冰箱，能依照不同生活型態或階段，隨心所欲的
切換各種模式，滿足多元需求。
（贊助提供-Samsung）

Amazon Echo
只要說說話，
就幫你使命必達的家庭小精靈
它能用 wiﬁ 連上雲端，從各種問題回覆、
音樂播放、烤箱定時、食譜推薦、行程管
理、網路購物，同時可以連結家中所有物
聯裝置，幫忙開關你的電燈、按鈕、恆溫
器等等。無論是在客廳、廚房或房間，都
能隨時滿足你的需求。

場景VR體驗
技術支援 - 方向聯合；設備贊助 -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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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科技加值服務新價值
走進Shopping Mall看見電視牆上正播放著自己心儀已久的產品，正提供特別的折扣，透過iBeacon確定定位及路線，
轉頭發現可愛親切的機器人，正準備為你指引方向…沿路看見有人正拿起VR眼鏡360度導覽全館的特色；抬頭看到
牆上正Show 出現在的進場人數及消費狀況；走到店舖附近，手機立刻跳出專屬的VIP優惠……

人臉辨識互動廣告
「 智能辨識電子看板」 會隨時偵測螢幕前方5公尺內的人群動態， 辨識人臉
生物特徵，分析注視者每一秒的特徵狀態，包含目光位置、年齡、性別等資
訊。透過預設的廣告內容，可依據分析到的人物特徵，立即播放該廣告，以
達到最大的廣告效益。同時可根據人臉位置、注視力、停留時間，來判斷廣
告的吸引力及喜好程度，統計出人流及廣告效益評估。
（技術支援 - 依德科技）

大數據即時興趣圖譜分析
不只是人流統計，大數據應用
將讓數字更具意義！
在未來商場 ， 企業將能透過大數據
的即時分析技術 ， 我們將更即時理
解消費者的輪廓，他們的需求喜
好 、 分布區域及狀況 ， 除了可精準
的推播相關訊息 ， 並做為設計行銷
促銷方案的參考。
（技術支援 - OH9H）

Pepper 機器人
全球第一台能辨識人類聲音及
臉部表情的有「心」機器人！

場景VR體驗
技術支援 - 方向聯合；設備贊助 -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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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軟體銀行與鴻海協力打造的
Pepper，不會做家事、無法扛重
物 ， 但他能教育小孩 、 陪伴長者 。
現在應用程式約有200個 ， 將來進
一步擴充後，將成為家中的新成
員 ， 在醫療 、 生活起居等提供有力
的協助。
（贊助提供 - 鴻海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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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tore
×Future Store
全通路時代 深化溝通

在未來店舖裡，再也不用擔心會忽視熟客……件商品上有各自在社群上的人氣指數，電子標籤上呈現價格，有人拿
起幾件心儀已久的衣服在穿衣鏡前比劃，換了好幾套衣服；有人戴著VR眼鏡體驗商品實際應用在生活中的樣貌……
想要的商品一鍵就能買單結帳，伴隨著金融科技的理財工具，消費跟理財之間，好像變得更緊密……

人臉辨識熟客分析系統
透過人臉辨識系統 ，整合客層(男
女/年齡層)資訊 、 顧客暱名辨識
及動線追踨 、 駐留時間及觀看時
間統計..等等資訊，並結合大數據
統計及分析 ， 接下來無論店舖大
小 ， 結帳櫃檯後方的店員都能透
過人臉辨識系統即時識別熟客及
VIP客戶 ， 提供賓至如歸的高品
質服務及感受。
（技術支援 - 依德科技）

虛擬試衣機、互動式衣架
不用試衣間也能輕鬆穿搭

場景VR體驗
技術支援 - 方向聯合；設備贊助 -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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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策會與智鏡科技共同開發「RFID互動式衣架」
。 拿起衣服時 ， 虛擬試衣機會立即顯示該商品資
訊 ， 包含價格 、 尺寸 、 材質 、 穿搭照片或介紹影
片等 。 只要把衣服掛在虛擬試衣機旁 ， 就能立即
虛擬體驗穿在身上的感覺 ， 更可虛擬搭配服飾 、
配飾，找到最好的穿搭組合。
（贊助提供 - 資策會IoT智慧商務小組）

廣告

on Street
×Future Connection
移動連結創意翻新

看著路上熙攘的人群，街景跟以前都不一樣了，有車子在旁邊的充電站充電；到處都是互動的螢幕，各家產品在上
面活靈活現，讓人購物慾大動……有人拿著手機掃描著牆上的商品直接購物……；再往前一看，櫥窗內的節目正在
onair播出……

場景VR體驗
技術支援 - 方向聯合；設備贊助 - Sams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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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R賞車體驗

Tesla Model S

VR的應用及商機或許不只限於電玩遊戲上，現在開
始已將全方位走入生活及商務 。 未來賞車或許再也
不用進展示間，結合VR技術，就能產生栩栩如生的
情境模擬 ， 感受每款車的車室空間與氛圍 ， 還可以
調閱出該車更為詳盡的技術資訊。

Tesla為近年來全球科技業 、 車界最夯的話題電動
車公司 ， 而最新升級所有車種都將享有自動駕駛功
能 ， 如果你還沒機會坐上這台矽谷出身驚豔全球的
科技智能車 ， 那這次機會絕不能錯過 ！ 這次我們不
只試乘，更叫特斯拉自己開出來！Future Commerce
展場首度開放Tesla最新更新軔體技術，召喚、自動
駕駛、自動停車一次滿足！

（技術支援 - 跨視代/設備贊助 - Sony）

2016年3月16日全球電動車廠Telsa ， 向台北市政府
登記的子公司 「 台灣特斯拉汽車有限公司 」 獲得核
准設立，Tesla將正式進軍臺灣電動車市場。
（贊助提供 - 孚海國際）

裕隆電能 充電樁
電動車為未來移動工具的重要趨勢，但這樣移動情境是否能實現，電動車上
路不斷電是基本要素。為此，充電站的綿密網絡能否建置成功、充電的便捷
性都將是重要關鍵。裕隆電能目前正積極異業結盟於全台布建充電樁，同時
結合雲端遠端溝通與控管功能，提供APP軟體「YES充電讚 」，可即時查詢
並預約充電樁，讓充電變得簡單與便利。
（贊助提供 - 裕隆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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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Park 互動舞台
整合娛樂生活，以「遊樂園」場景打造休憩體驗、互動參與的不同體驗

新！未來科技 Solution Show
全球首款 360°
全景零死角的球型攝像機LUNA、世界第一支模組智慧錶 BLOCKS，全台首次完整發布！

未來智慧生活 關鍵應用佈局
隨著與物聯網的快速發展，科技再創智慧生活新應用。透過既有服務平台、產品終端應用整合，
發展出更多雲端×智慧的行動服務與智慧裝置。將更無形串連產品服務與生活之間的，打造未來
智慧生活生態系。
4/29(五) 活動時間
11:15

來賓入席

11:30

未來無線物聯生活×智慧零售業應用

顏雿霆／中創科技專案事業處處長
11:45

從O2O創新應用看智慧行動物聯網的發展

林秉曄／裕勤科技資深經理
12:00

未來校園的智慧應用

許榮隆博士／開南大學資訊科技中心主任
12:15

未來智慧生活 技術應用大解密

詹俊坤／依德科技營運長

WOW！無人商店24小時不斷電新商機
商品琳瑯滿目，唯獨見不到店員？
加入麻布海購物商城會員，免費獲得無人商店精美商品一份。
（每人每日僅限單次體驗，不得重複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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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Future Commerce Awards 創新商務獎
產業變化與商業模式不斷變革，企業尋求突破之際，也積極嘗試各種新科技應用來達到商務創新，《數位時代》期
望透過公開甄件的方式，鼓勵新科技的應用、創意與商業的結合，並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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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9(五)

16:30 Happy Park

舞台

16:30

來賓入席

17:00

主辦單位致詞

陳素蘭／《數位時代》執行長

17:10

貴賓致詞

林崇傑／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局長

17:15

評選分析說明

楊惠芬／《數位時代》副總編輯

17:25

評審團代表致詞

萬幼筠／ 勤業眾信總經理

17:35

頒獎

★ 評審團大獎

頒獎人：林崇傑／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局長

★ 2016FCA商務創新獎
Part1 最佳組織創新 頒獎人：許仲言／台灣IBM公司雲端運算事業部副總經理
Part2 最佳全通路體驗 頒獎人：陳素蘭／《數位時代》執行長
Part3 最佳整合傳播行銷 頒獎人： 邵懿文／電通安吉思集團台灣數位長
Part4 最佳客戶溝通 頒獎人： 陳鴻嘉／LINE台灣技術長
Part5 最佳商業模式 頒獎人： 王可言／台灣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創辦人暨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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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 Studio 線上直播
大會論壇、亮點科技發表、重量級講者訪談，線上直擊未來商務精彩內容！

直播視頻

未來商務 關鍵對談
邀約領域權威專家進行高峰對談，揭開未來商務產業趨勢神秘面紗
4/29(五) 11:40-12:00
主持人 盧諭緯／《數位時代》編輯總監
與談人 徐瑞廷／波士頓顧問公司（BCG）台北辦公 室負責人、合夥人暨董事總經理
畢中偉／UPS台灣區總經理
周郭傑／中國信託數位金融處處長

名人臉對臉
訪談重量級講師、產業名人，重新詮釋未來商務！

Day 1. 4/29(五)

主持人：張鐵志／《報導者》創辦人

14:40-15:00，受訪者：LUNA
15:10-15:30，受訪者：Teradata
16:10-16:20，受訪者：辛瑋達／Visa北亞區商戶業務總經理
Day 2. 4/30(六)

主持人：陳凱爾／《數位時代》Meet 社群聚落經理

13:00-13:20，受訪者：玉山銀行代表
13:30-13:50，受訪者：BLOCKS

新創 Talk Show
邀請新創團隊現場展示最新產品，大聊創新創業甘苦談！

Limited 特色拍賣
結合friDay購物平台，提供限時限量特惠價格，O + O 串動客群凝聚！

*詳細節目表請見P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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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會策展協力介紹
OH9H 無有設計
最靈活彈性的展會互動體驗服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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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舟數位娛樂 4gamers
由曾為電競選手的執行長黃智仁於2013年創立，旗下有專精電競解決方案的
4Gamers、 專責廣告代理的Redark Media、 專注社群與實況經紀的元素圖騰等不同品
牌 ， 旨在建立電競、 遊戲 、 娛樂的Ecosystem。
www.4gamers.com.tw

白幅射設計 Whitelight Motion Studio
熱衷實踐動態圖像的各種想像與可能 ， 提供影像從導演至後期動畫的完整服務 。 重要
作品包括 ： 2015臺北設計城市展宣傳動畫 、《 點亮台灣 》 蔡英文總統競選動態主視
覺 、 2015 臺灣文博會《源本 》 主題館投影監督、 金曲25＆金曲26入圍影片設計 。
whitelightmotion.tv

領潮設計 Poseidon Service Design Company
服務設計研究與企業內訓專業顧問公司，專注於服務設計、用戶體驗研究、使用者經驗
設計、商業模式規劃及企業內訓/專案輔導等，協助企業/組織尋求創新的模式及可能。
Facebook搜尋：Poseidon Service Design

跨視代科技 Hyper Immersion Technology Taiwan Co., Ltd.
為一群對於立體影像有非凡熱情的創業家所成立 ， 於國內深耕虛擬實境技術十餘年 ，
期能將虛擬實境互動科技帶入每個家庭 。 現專注於虛擬實境VR360度影片拍攝與製
作， 並針對運動賽事、 演唱會提供虛擬實境直播服務。
www.hyperimmersion.com

依德科技 Jotangi Technology Co.,Ltd
為亞太區最佳物聯網系統產品供應商 ， 專注於企業網路優化 、 資安系統建置 、 節能暨
智能樓宇系統 、 智能影像及無線物聯網設備與平台 ， 並藉由提供系統集成商 ， 一流系
統產品與專業服務， 為智慧城市解決方案做出關鍵貢獻。
www.jotangi.com.tw

索拉爾國際 Mabuhay Co., Ltd.
致力於跨境電商 、 i GO智能販賣機 、 手遊研發及營運等三大領域 ， 以互聯與物聯之
策略整合 ， 有效降低營運成本 、 創造獲利 、 增加廣告營收 、 提高購買率 ， 創造嶄新
O2O2G (online to offline to gameline)商務模式 ， 血拚更簡單 、 購物超方便 ！
www.mabuhay-shopping.com

愛卡拉互動媒體 LIVEhouse.in
為本土最大直播平台 ， 自2014年強勢崛起 ， 不斷提供最新直播體驗 ， 顛覆傳統對於直
播的想像！跟我們一起把直播變成更有趣的一件事， Let's Go Live！
livehou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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翔探科技Drone Racing
專精於競速用無人機飛控系統研發 ， 並著眼於國內無人機教育質量提升 ， 自主開發平
價教育用無人機教材 ， 並於2015年舉辦了臺灣第一場無人機競速正式比賽 ， 獲得國際
知名Deep Learning 硬體大廠評選為臺灣唯一設計製造合作夥伴。
Facebook搜尋：Aeroprobing

LUNA
LUNA 360 是由台灣團隊在美推出的全景 VR 球型攝影機，是少數領先品牌大廠在軟
硬體整合端，成功提前佈局虛擬實境 - 微型雙鏡頭 - 拍攝解決方案的創新品牌。 LUNA
360 相機產品功能包括全球首創的全球景 360 度即時預覽、 VR 直播、防水外殼 、磁
扣吸環等， 在外型上也大獲好評， 被設計界喻為「 時尚與科技的美麗結晶」。
www.luna.camera

三星電子公司 Samsung
致力於革新全球電視 、 家電 、 智慧型手機 、 平板 、 穿戴式裝置 、 相機 、 數位家電 、 印
表機 、 醫療器材 、 行動通訊系統 、 半導體及LED解決方案 。 藉由SmartThings開放平
台 、 廣泛的智慧裝置及積極的跨產業合作， 持續領導物聯網(IoT)的未來發展。
www.samsung.com/tw

PHOTOU
PHOTOU是能執行大型活動影像紀錄的小公司 ， 善用多元影像記錄工具如攝影/錄影/
空拍並進行剪輯 、 現場沖印 、 直播 、 彙整 、 快速傳遞給活動參與者 ， 將影像發揮最大
的力量及銷售， 讓活動主辦、攝影師得到商機，讓影像生態圈逐漸走向健康的發展 。
www.photou.cc

瑞典商索尼行動通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為總部位於東京的Sony企業旗下子公司 ， Sony是全
球影音 、 遊戲 、 通訊傳播 、 主流3C設備 ， 資訊科技商品的消費及專業產品領導品
牌 。 Xperia為Sony Mobile Communications的智慧手機品牌 ， 結合Sony最佳的科
技與技術 、 多元豐富的內容以及服務 ， 可輕鬆連結Sony的娛樂網絡 。
www.sonymobile.com/tw

BLOCKS
Blocks is the world first modular smart watch,successfully raised $1.6mil USD from
Kickstarter and will be ready for shipment in 2016. find out more.
www.chooseblocks.com

薩摩亞商蓋酷股份有限公司 VCOOL
未來所有的商品介紹 ， 都要有影片 ， 只有照片已經不夠了 。 看看群眾募資的發展 ， 就
知道影片的重要性 ！《 Vcool+ 》 是一款iPhone手機影片協作APP ， 讓手機用戶可以輕
鬆與朋友協作專業級影片，記錄與分享精彩事件，為生活加入樂趣與認同。
www.vcool.co

Accupass活動通
為創新的網路服務 ， 提供企業或個人在Accupass活動平台上刊登活動 、 設計報名表 、
販售電子票券 、 統計人數等服務 ， 使參加活動的人能夠輕鬆於手機或是電腦上完成報
名與購票 。 Accupass同時也是一個資訊豐富的活動平台 ， 每年有超過萬檔活動在其平
台上架， 包括藝術、音樂 、 展演、 演講、 會展等。
www.accupa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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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on Next
4/29(五)
09:00
09:40

Future Business Core Issues: Business Models
JT Hsu ／Partner and Managing Director at The Boston Consulting Group

10:20

Experience Design of Future Commerce
Luis Alberto Chiang Carbonell ／
Strategy, Creative Design Domain Leader | iX Greater China Group of IB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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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

Logistics Strategy of Cross-Border Business
Wayne Pi ／Managing Director of UPS Taiwan

11:00

Renew! Future Finlife
Friedman Wang ／Division Head, Senior Vice President
John Yang ／Division Head, Senior Vice President

11:20

Break

13:30

New Business Model Develop by Technology
Lu Fang-ming, Hon Hai Precision Industry Co-Vice President

14:10

Cloud: Skeleton of E-commerce
Zane Moi ／Head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Hong Kong, Macao & Taiwan, Amazon Web Services

14:30

Big Data: From Transactions, To Interactions
Martin Willcox ／Director, International Big Data CoE Teradata Corporation

15:00

Omni Communications: Creative Interact
Po Liu ／ IBM Commerce Sales Consultant Manager , IBM Greater China Group

15:20

Brick and Mortar! Omni-channel Marketing
Garﬁeld Hung ／Deputy Director General of iii

15:40

Best Shopping Experience, Upgrade Mobile Payment Service
Corbin Sun ／ Head of Merchant Sales and Solutions, North Asia at Visa

16:00

New Content Marketing in mobile generation
Kim Huang ／ CEO of Popdai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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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uture Business

A1-1

A2-1

A2-2

A2-3

A2-4

A2-5

B1-1

B2-1

B2-2

B2-3

B2-4

B2-5

B2-6

B2-7~10

Future Technology

C

Future Store

C0

C1-1

C1-2~3

C1-4~5

C1-6

C1-7

C1-8

C1-9

C1-10

C1-11~16

C2-2

C2-1

D

Future Connection

E

F

G

E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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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0-1

D0-2

D2-1~2

D2-3~4

D2-5

D2-6

F1-1

G2-1

G2-2

2016 Future Commerce
If the future stage is to be redeﬁned, then what does the future of the business world look
like?
We believe that regardless of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hanges, the stage of the business
world is created by people and people´s experiences exempliﬁes value.
At the 2016 Future Commerce Exhibition, we start with the core theme of “Experience
Everything＂ to plan these four topics: “Future Business＂, “Future Technology＂,
“Future Store＂, and “Future Connection＂. The Exhibition combines innovative
technology and connectivity applications, has a spectacular main discussion forum, four
large concept areas, three future living displays, innovative business awards, and future
creation labs, etc. The Exhibition supports Taiwan business by pulling together Mobile,
Internet, Technology (MIT) to change the future, and explore innovative business models,
service, sales and communication methods. This is not only to comprehend, but to
understand what to do, how to do it, when to do it and do it together with likeminded peers
to create a blueprint, break out of future deadlocks, and create opportunities in an era that
truly belongs to us.
Attend Future Commerce not just to observe how to conduct business; come to create
products and services for a better future life.
March into 2016 Future Commerce and see how you can realize the ways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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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

共同推動

協辦單位

策展協力

共同發聲

北大
創業家
NTP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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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SS

CLU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