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成果報告
壹、節略
比利時瓦隆尼亞布拉邦省（Walloon Brabant Province）省長 Mr. Gilles Mahieu
率團與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 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AWEX）共同籌組 13 人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於本(106)年 11 月
18-22 日訪華，團員廠商包括 Cyanview 攝影機系統商（應用於錄影廣播、
電影拍攝等）
、Nirli AR/VR 服務供應商（應用於媒體、室內設計、建築等）、
Image＆3D Europe 3D 虛擬實境策展商、Bewin Solutions 企業資訊應用系統
商（應用於商用軟體等）
、Université de Liège/Phasya 研究機構（比利時列日
大學尋求技術交流與合作）
、OZ Consulting 數位轉型顧問公司（應用於醫療
資訊科技整合）、Drone Valley 無人機製造商（應用於自動偵測與即時攝
影）、Vigo Uiversal VR/AR 服務供應商、Flexso Brussels 商用軟體商（應用
於商用軟體等）等 10 家資通訊業者、新創公司、研究機構代表，比利時聯
邦財政部官員 Mrs. Michela Ritondo 亦隨團來訪，與我國相關產業進行交
流，尋求策略聯盟、貿易投資等合作機會。
為拓展台比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比利時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
（AWEX）於 11 月 20 日上午假台北世貿展覽館第 5 會議室舉辦「第 19 屆
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由本會理事暨台比(利時)經濟合作委員會金際
遠主任委員與比利時瓦隆尼亞布拉邦省省長 Mr. Gilles Mahieu 共同主持，台
比雙方業者針對「資通訊」
、「智慧城市」、
「物聯網」
、
「虛擬實境(VR)/擴增
實境(AR)」、「創新科技」等產業尋求合作商機，雙方代表共 100 人與會。
除雙邊會議外，本會並安排「比利時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參觀三創數
位生活園區，拜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研華科技物聯網智慧園區、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時代基金會 Accelerator Garage+創業社群育成
中心、新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等單位，實地進
行考察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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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籌備情形
本會於 103 年 5 月 5-16 日籌組「2014 年赴比利時與挪威經貿訪問團」
，由
本會王理事長鍾渝擔任團長。訪問比利時期間，本會與法蘭德斯外貿投資
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FIT)及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AWEX)共同召開「第 16 屆台比(利時)
經濟合作會議」，首度恢復中斷 15 年之雙邊會議，不僅重啟台比兩國企業
合作交流平台，也擴大尋求雙邊產業及投資商機。
為持續推展與比利時之雙邊經貿交流與合作，透過駐歐盟兼駐比利時代表
處暨經濟組及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積極協助下，終於促成比利時瓦隆尼亞外
貿投資總署本(104)年組團來台訪問，並與本會於 11 月 19 日在台北共同召
開「第 17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加強與我國相關政府單位及產業
界之交流，建立聯繫管道，探尋技術合作與策略聯盟。
去(105)年 11 月 19 日至 12 月 1 日本會籌組「2016 赴奧地利、盧森堡、比利
時經貿訪問團」，訪問比利時期間，本會與布魯塞爾外貿投資局(Brussels
Invest & Export，BIE)、法蘭德斯外貿投資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FIT) 及 瓦 隆 尼 亞 外 貿 投 資 總 署 (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AWEX)共同召開「第 18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本屆會議
首次同時邀得比利時布魯塞爾、法蘭德斯及瓦隆尼亞三區代表全數出席與
會，顯見比利時各區對我國市場商機之重視逐年提升。
本年 11 月 18-22 日比利時瓦隆尼亞布拉邦省（Walloon Brabant Province）省
長 Mr. Gilles Mahieu 代表該省省政府及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AWEX）率
領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訪華，並於 11 月 20 日上午假台北世貿展覽館第 5
會議室與本會共同舉辦「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本屆會議為自 103 年台比雙邊會議重啟後，連續辦理第 4 屆，每年輪流互
訪之節奏逐漸步上軌道，亦標誌著台比兩國對於雙邊會議未來持續辦理之
高度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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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辦理情形
一、 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為發掘並持續拓展台比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比利時瓦隆尼亞外
貿投資總署（AWEX）於本年 11 月 20 日上午假台北世貿展覽館第 5
會議室舉辦「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
本會理事暨台比(利時)經濟合作委員會金際遠主任委員與比利時瓦隆
尼亞布拉邦省省長 Mr. Gilles Mahieu 共同主持，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倪
克浩主任秘書、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 Mr. Rik Van Droogenbroeck 等
人以貴賓身份蒞臨致詞，雙方業者針對「資通訊」
、
「智慧城市」
、
「物
聯網」、「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創新科技」等產業尋求合
作商機，台比雙方代表共 100 人與會。
本屆會議針對下列議題邀請專家提出報告：
 比利時瓦隆尼亞布拉邦省省長 Mr. Gilles Mahieu：
「Moving Towards a Smart Society－The Walloon Brabant Province」
邁入智慧社會－瓦隆尼亞布拉邦省
 工業技術研究院產業趨勢研究中心陳佳滎研究員：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ie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in Taiwan」
台灣的智慧城市與物聯網發展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虛擬實境事業部顏偉景資深經理：
「Virtual Reality－The New Reality」
虛擬實境－新一代的現實
二、貿易洽談會
除大會外，本會另為比方訪團安排 54 場次一對一貿易洽談會，雙方業
者針對「資通訊」
、
「智慧城市」
、
「物聯網」
、
「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
(AR)」、「創新科技」等領域，針對創新技術、應用、解決方案、產業
趨勢及未來商機，尋求策略聯盟、貿易投資、技術等合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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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歡迎晚宴
「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歡迎晚宴於 11 月 21 日當天假香
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 39 樓上海醉月樓怡東園舉行，由本會理事
暨台比(利時)經濟合作委員會金際遠主任委員主持，歡迎比利時瓦隆
尼亞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訪華，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 Mr. Rik Van
Droogenbroeck、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倪克浩主任秘書、碩網資訊股份有
限公司邱仁鈿總經理、皇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智強執行長、米菲多
媒體股份有限公司郭楚其營運長、新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沈倩宜協
理、宏碁股份有限公司虛擬實境事業部許德箴總監、台北市電腦商業
同業公會 Computex－Innovex 台北國際電腦展新創特區蕭宗輝專案負
責人等代表出席，與比方團員進行交流與互動。
四、 參訪活動
11 月 20 日（星期一）
(一) 參觀三創數位生活園區
三創數位生活園區目前開放兩周年，有我國秋葉原之稱號，以
人為核心，三創代表該園區力行之「創意、創新、創業」精神
理念，打造綻放科技內涵，實踐創意生活與成就創新價值。三
創展示我國最新資通訊技術及產品，包括生活家電、通訊設備、
相機、攝影機、無人機、遊戲機、實驗室設備及相關零組件等。
本次比利時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多由小型新創公司組成，目
的為訪台尋找銷售通路、技術合作或代工生產夥伴，三創園區
恰能彰顯我國於資通訊領域之強勢軟硬體技術，以及提升消費
者體驗的創新應用。
(二) 參與「比利時國王節」酒會
為慶祝比利時國王節，並歡迎瓦隆尼亞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
團，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特於香格里拉台北遠東國際大飯店辦理
「比利時國王節」酒會，比利時台北辦事處處長 Mr. Rik 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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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ogenbroeck 致歡迎詞，外交部章文良次長親臨致詞，全體團
員熱烈出席，與我國業者、駐台代表互動交流，一同慶祝一年
一度的國王節盛事。
11 月 21 日（星期二）
(一) 拜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工業技術研究院由國際中心楊馬田副主任、產業服務中心新創事
業組張午寧組長、國際中心林君如專案經理等共同接待。針對該
院 管 轄 之 臺 灣 創 新 快 製 媒 合 中 心 (Taiwan Rapid Innovation
Prototyping League for Entrepreneurs，TRIPLE)業務作簡報介紹
外，雙方並針對培育新創公司、協助產業技術升級、技術移轉等
議題，進行意見交流，並至該院展示中心實地體驗各式新式產業
之尖端科技產品。
為推動臺灣成為國際創新創業基地，匯集各產業相關關鍵零組
件、設備、材料供應商資源，組成完整的策略聯盟，TRIPLE 快
製媒合中心運用臺灣「快速整合」及「製造品質佳」之優勢，結
合我國系統整合商(System Integrator，SI)、原始設計製造商
(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ODM)與研究機構，提供國內外
創新事業快速試製以及其他在設計、行銷、研發等方面的加值服
務，協助其加速落實創意，實現市場價值。快製中心協助新創團
隊與創投業者，快速驗證商品化投資可行性；挑選有潛力的新創
案源，給予專業先進技術與創業輔導或再投資，形成夥伴關係並
與台灣產業鏈鏈結，使台灣產業升級和轉型。
(二) 參觀研華物聯網林口園區
研華物聯網林口園區由嵌入式運算核心事業群黃文珍協理及公
關部藍尹廷專員共同接待。研華科技為全球工業電腦的領導廠
商，其於桃園林口的物聯網園區，實際展現該公司提出的工業

5/14

4.0 六大應用服務—設備自動化、設備監診與效益優化、機台監
診與預防保養、MES 整合及生產履歷、廠務能源管理、廠務環
境監控，正是台灣迎向全球產業創新挑戰的典範，協助傳統製造
業以整合的自動化系統與雲端創新技術邁入工業 4.0 時代。
本次特安排比利時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入內參觀該園區於
2014 年落成之一期智慧建築，該建築為物聯網與智慧城市的體
驗中心，在展示中心中陳列了研華各事業群最新之智慧城市應用
技術及產品，而二期製造大樓則於在 2016 年底方完工，並將近
期最夯的工業 4.0 概念實際導入應用在產線上、落實真正的智慧
工廠，訪團獲邀進入工廠戰情室，實際觀看導入工業 4.0 之智慧
工廠包括二氧化碳、溫度、生產效率、機器耗損率等第一手工廠
實況。
(三) 拜會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由企業關係處賴淑怡處長、楊明慧副
理、虛擬實境事業部顏偉景資深經理共同接待。宏達電為世界行
動裝置知名品牌，以製造全世界首支以安卓系統運作的手機智慧
型手機享譽全球，除不斷於智慧型手機技術推陳出新外，亦多角
化經營，近年擴展其業務到虛擬實境(Virtual Reality，VR)，並於
2016 年發表 HTC Vive 虛擬實境穿戴裝置，可應用於教育、娛樂
及商業地產等多方面；同時推出 VIVE X 全球策略投資計畫，為
整個虛擬實境及擴增實境行業提供專業知識、資源、規劃和聯繫
網絡，新創團隊遴選上後，即成為 Vive X 全球加速器計畫的一
份子，HTC Vive 將提供所有的資源幫助這些新創團隊成熟並投
入市場，所開發之虛擬實境/擴增實境軟體內容亦能配合 Vive 裝
置發表，既為 Vive 裝置提供創新的數位內容，又能協助虛擬實
境/擴增實境產業完整化，為企業協助自身以及產業雙贏發展之
實例。除 HTC 企業簡介及 Vive 事業簡介，HTC 特禮遇安排比利
時訪團團員實際體驗 Vive 虛擬實境科技，比方團員均表 H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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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e 讓人感到有如身臨其境，且無傳統虛擬實境亦造成的暈眩
感，對我國 VR 軟硬體技術發展深感耳目一新。

11 月 22 日（星期三）
(一) 拜會 Accelerator Garage+創業社群育成中心
Accelerator Garage+創業社群育成中心由時代基金會趙如媛執行
長、盧志軒經理及黃嘉儀經理共同接待，介紹 Accelerator Garage+
背景、創業育成專案，並引導比方訪團參觀創業及育成空間。
Accelerator Garage+前身為時代基金會國際青年創業領袖計畫
（Young Entrepreneurs of the Future，YEF）
，該計畫舉辦 12 年後，
於 2012 年成立 Accelerator Garage+，從育才走到育成。2014 年，
Garage+獲台積電、台達電、廣達電腦…等 18 家國內著名企業共
同贊助，正式於台北市中山區開放實體的育成空間。Accelerator
Garage+透過社群資源整合、積極拓展合作網絡，協助新創公司
尋求專家指導及資金招募。迄今，七成以上有募資需求的創業團
隊已成功募資。
(二) 拜會新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新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由林茂昌總經理、智能系統事業部沈倩宜
協理、陳秋如業務處長、王博仁副理接待。新漢科技為我大型工
業級電腦及伺服器平台 ODM 業者，全線產品自創立至今均堅持
於台灣製造，為 MIT 高品質資通訊產品製造之典範。以追求高
品質及信賴性產品為市場定位及核心競爭優勢來源，分成六大事
業體，包括 IoT 智動化事 IoT Automation Solutions (IAS)、智能監
控 Intelligent Digital Security (IDS)、物聯網 Internet of Things
(IoT)、智能系統 Intelligent Platform & Services (IPS)、車載電腦
Mobile Computing Solutions (MCS) 和 網 路 通 訊 Network and
Communication Solutions (NCS)，除台灣外，在中國、歐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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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均 有 設 立 子 公 司 ， 重 要 客 戶 包 括 世 界 著 名 大 廠 如 GE 、
FUJITSU 、Panasonic、Siemens、NEC 等。
由於主要產品 ODM 單板電腦製造市場已趨飽和，新漢近年力求
產品多樣化，跨足物聯網、智慧交通、機器人等領域，為展現我
國資通訊產品製造商與時俱進，多角化經營之實例。
(三) 拜會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國際業務處蕭美麗處長與王光宇專案
經理於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場地接見比利時資通訊產業新創
訪問團，與比方業者交流並研討未來合作方向。
蕭處長說明資策會主要業務在於參與、規劃、研擬並推動政府各
項資訊產業政策、資通訊相關專利開發、培育資訊科技人才及參
與國家資訊基礎建設等。尤其在國際合作方面，資策會積極佈建
國際網路與建立國內外交流平台，協助台灣資通訊產業與資服業
爭取國際商機。
除資策會業務介紹，蕭處長並特別強調台灣在物聯網及智慧城市
之發展，以數位化生活為例，台灣在政府積極打造成熟之 ICT 基
礎設施與應用下，台灣人民日常生活可透過網路服務，享受智慧
交通、醫療、金融、消費等帶來之便利。
由於本次比方廠商以新創公司為主，蕭處長特別邀請比方廠商參
與資策會辦理之「IDEAS Show 網路創意展」
，該展自開辦至今已
走入第 10 屆，累積上千個團隊輔導經驗，擁有龐大的創業社群
網絡、頂尖的創業導師陣容，以及與國際接軌的平台，盛情邀請
比方訪團參與，與專業講者深度交流，並與創投業者互動，吸引
資金挹注，並運用展場裝置藝術及應用動畫應用等，帶給觀眾嶄
新科技的感官體驗，並增加媒體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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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台比經濟合作會議中斷 16 年後，於 2014 年 5 月 7 日於比利時布
魯塞爾恢復召開，至今已連續第 4 年辦理，輪流互訪，未曾間斷
比利時係聯邦王國，分為 3 個自治區（首都布魯塞爾區、荷語法
蘭德斯區及法語瓦隆尼亞區），3 個自治區與聯邦政府為平行單
位，各自擁有經濟、產業、基礎建設、對外貿易政策等決策權，
各區政府均設有外貿投資局，本會與三個主要外貿投資局皆已建
立合作關係。
˙比利時法蘭德斯外貿投資局(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FIT)：
於 2012 年 10 月 31 日簽署合作備忘錄。
˙ 比 利 時 瓦 隆 尼 亞 外 貿 投 資 總 署 (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AWEX)：於 2013 年 1 月 30 日在台北簽署合
作備忘錄。
˙比利時布魯塞爾外貿投資局(Brussels Invest and Export，BIE)：
2015 年 9 月 4 日在台北簽署合作備忘錄。
「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原由本會與比利時技術與產業聯盟
(The Federation for the Technology Industry，AGORIA，前為比利
時金屬工業聯合會 Fabrimental)共同辦理；惟 2000 年在比利時辦
理第 15 屆雙邊會議後因故中斷，其中 1999 年 6 月 1 日舉辦之「第
14 屆台比經濟合作會議」為最後一次在台北辦理之會議。
透過我駐歐盟兼比利時代表處暨經濟組及比利時台北辦事處積
極協助推動，2014 年 5 月 7 日於比利時布魯塞爾恢復召開「第
16 屆台比經濟合作會議」
，自此台比雙方穩定輪流互訪，今年由
本會與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AWEX)於台北共同舉辦第 19 屆雙
邊會議，為台比雙邊會議重啟後連續第四年舉辦，顯示兩國對於
雙邊會議未來持續辦理之高度意願，本會亦表明年續將組團訪
比，維持每年輪流互訪之節奏，維繫雙方合作交流，持續推動雙
方經貿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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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 19 屆台比(利時)經濟合作會議」新增「虛擬實境/擴增實境」
、
「創新科技」等議題，發掘台比合作新契機
本次比利時瓦隆尼亞資通訊產業新創訪問團團員包括 10 家 ICT
相關產業中小型企業 CEO 及新創公司，來台針對「資通訊」
、
「智
慧城市」、「物聯網」、「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創新科
技」等方面技術、應用、解決方案、產業趨勢及未來商機，與我
國相關產業進行交流，尋求策略聯盟、貿易投資等合作機會。
比利時產業以軟體、先進製造、創新研發見長，發展利基型的先
進技術，並將創意具象化，呈現出符合市場需求、商業導向、及
具決策參考價值之技術與產品原型(prototype)。
台灣之資通訊產業鏈完整，尤其硬體製造在全球穩占關鍵性地
位，近年則積極推動產業轉型，力求結合現有上下游整合的群聚
優勢，加強在應用系統和關鍵技術的跨領域生態體系整合，發展
更高附加價值的服務型應用。
本屆會議新增全新議題「虛擬實境/擴增實境(VR/AR)」、「創新
科技」，並邀請我國代表性虛擬實境業者宏達電虛擬實境事業部
顏偉景資深經理擔任大會講者，彰顯我國於 VR/AR 方面的快速
發展；貿易洽談會中，VR/AR 產業廠商報名踴躍，貿易洽談場次
均完全排滿，反應熱絡，顯示台比兩國可在原先的「資通訊」基
礎上，更進一步發展創新應用的策略合作，邁向系統整合、多元
化應用發展模式，共同提升兩國在全球市場的競爭力。
三、力求與比利時三區之外貿投資局共同或輪流辦理台比會議，以擴
大經貿推廣實質效益
瓦隆尼亞區為比利時聯邦三大自治區之一，瓦隆尼亞政府推行
「馬歇爾計畫 4.0（Marshall Plan 4.0）」
，積極推動創新導向之產
業發展，鼓勵企業創新與國際化，吸引國外企業進駐，讓瓦隆尼
亞區跟著上數位時代腳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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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比雙邊會議因故中斷 16 年，自 2015 年重啟後，已於比利時及
台北各辦理兩屆，合作單位分別為：
˙2014 年第 16 屆台比會議(布魯塞爾)：與 FIT、AWEX 合辦
˙2015 年第 17 屆台比會議(台北)：與 AWEX 合辦
˙2016 年第 18 與台比會議(布魯塞爾)：與 BIE、FIT、AWEX 合辦
˙2017 年第 19 屆台比會議(台北)：與 AWEX 合辦
上列於台北辦理之兩屆會議，皆與瓦隆尼亞外貿投資總署
(Wallonia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Agency，AWEX)合辦。除
AWEX 外，本會與另二比利時對等單位亦頻繁互動，於 2015 年
邀訪布魯塞爾外貿投資局(Brussels Invest and Export，BIE)執行
長 Mrs. Benedicte Wilders 訪台、2016 年接待法蘭德斯外貿投資局
(Flanders Investment & Trade， FIT)訪團並於台北西華飯店辦理
「比利時科技產業商機研討會」
，惜未能與此二單位於台北共同辦理
雙邊會議。
鑑於布魯塞爾(首都區)、法蘭德斯(荷語區)、瓦隆尼亞(法語區)產
業環境各具強項，均扮演比利時經濟中的重要角色，倘若僅與其
中一區之外貿投資局共同辦理雙邊會議，未能全面開拓比利時全
國之潛在商機，殊為可惜。未來於比利時辦理雙邊會議，本會將
提早與上述三區各自之外貿投資局 BIE、FIT、AWEX 協調會議
日期，力求依循去(105)年成功經驗，與三區共同辦理雙邊會議；
於台北辦理雙邊會議，則將嘗試安排與 BIE、FIT、AWEX 輪流
共同辦理，以收最大之經貿推廣實質效益。
四、比利時為於歐洲中心，且產業結構與我國結構相近，近年更開放
租稅優惠，台比可為進入對方區域市場之最佳夥伴
比利時位於西歐中心、為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重要國際組
織的總部所在地，眾多國外公司在此設立據點，然近年比國面臨
對勞動力價格高漲(基本工資排名高居歐盟國家前 5 位)，企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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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租稅亦偏高之情形，外商逐漸減緩進駐。
針 對 上 述 挑 戰 ， 本 次 比 利 時 聯 邦 政 府 特 派 財 政 部 官 員 Mrs.
Michela Ritondo 隨團訪台，宣導近年來比利時積極推展之租稅優
惠政策，包括公司稅減免(由目前之 34%逐步減少，並於 2020 年
降至 25%)、專利及授權抵稅等政策，吸引包含我國在內之外商
進駐，作為進入。
除租稅優惠外，比國另一與我國相似處在於產業結構極為相近。
綜合上述特性，台比兩國可為雙方進入對方市場之最佳夥伴，共
同創造互利互惠之商機。
伍、後續追蹤及未來合作商機
針對雙邊業界廠商問卷調查，未來潛在合作商機如下：
(一) Bewin Solutions 企業資訊應用系統商
 參樂電工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引進 Bewin Solutions 之軟體
至其自身工廠，並加入其整廠輸出之內容，作為整體商品銷
售，最佳化自身成本，增加邊際收益。
(二) Drone Valley 無人機製造商
 優益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提供 Drone Valley 所製造之
無人機內之 IC 晶片設計及代工製造服務。
 愛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提供 Drone Valley 所製造之無人
機內之 IC 晶片及其他零組件設計及代工製造服務。愛盛已
提供測試晶片供 Drone Valley 攜回測試，期望盡快進入訂單
洽談階段。
 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該協會於去(105)年方成立一
年，致力於推動我國無人機產業發展，有鑑於 Drone Valley
已於台灣設有辦公室，台灣無人機應用發展協會積極與其商
議技術交流及訂立互惠之合作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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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Cyanview 攝影機系統商
 優益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提供 Drone Valley 所製造之
無人機內之 IC 晶片設計及代工製造服務。
 點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提供 Cyanview 攝影機所需之 IC
晶片設計、散熱風扇馬達之塗料等服務，已直接聯繫雙方業
務窗口，洽談需求規格及數量等細節。
(四) Vigo Universal VR/AR 服務供應商
 皇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可提供 Vigo Universal 所需之相關
零組件設備，將 Vigo Universal 之 VR/AR 代理入台作客製
化服務銷售。
 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米菲所開發之 VR/AR 軟體及應
用技術與 Vigo Universal 相似，但應用略有不同，未來預計
作雙向技術交流及策略合作。
(五) Image & 3D Europe 虛擬實境策展商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與 Image & 3D Europe 討論合
作，首次邀請我國 VR/AR 廠商組團參加 Image & 3D Europe
所辦理，一年一度的全球最大 VR/AR 盛會：Stereopsia 展覽，
展現我國之 VR/AR 技術實力，並與全球底間廠商合作交流。
(六) Nirli VR/AR 服務供應商
 米菲多媒體股份有限公司：Nirli 專精於虛擬實境房地產看
屋，米菲則經營 VR/AR 創意發想、2D/3D 設計、遊戲及展
場大型互動設計、數據分析等多項業務。未來米菲及 Nirli
將採取策略合作，Nirli 借鏡米菲之多角化經營模式，米菲
則借鏡 Nirli 對於房地產看屋之專業技術，企圖在我國房仲
業者中搶下更大的市占率。
(七) Université de Liège / Phasya 研究機構
 Accelerator Garage+創業社群育成中心：每年二度的新創事
業招商競賽歡迎世界各國新創團隊參與，且募資成功機率
高；Université de Liège 本身亦有育成中心計畫，擬挑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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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亞洲市場有發展野心及商機的新創團隊參與 Accelerator
Garage+招商競賽。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
(八) OZ Consulting 數位轉型顧問公司
 宏昇綜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意引進 OZ Consulting 之一
顧問服務，搭配自身已在經營之醫療器材進口業務，作整體
式服務銷售予我國醫療機構。
(九) Flexso Brussels 商用軟體商
 盈 米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除 自 身 公 司 考 慮 引 進 Flexso
Brussels 之內部企業資源規劃系統外，亦與 Flexso Brussels
研議就 VR/AR 方面作策略合作及技術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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