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成果報告書
撰寫人：歐洲處 許恆御、黃子誠

壹、節略
為拓展台灣與瑞典兩國經貿合作商機，本會與對等單位-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Business Sweden）於本年 11 月 24 日假台北萬豪酒店共同舉行「第 37 屆臺瑞(典)
經濟合作會議」，由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與瑞典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 視訊連線共同主持大會開幕儀式。經濟部陳正祺次長、瑞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 應邀於線上擔任致詞嘉賓。我駐瑞典代表處姚金祥大使、瑞典駐
臺代表孔培恩、台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經理以及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
裁也一同與會。現場參與貴賓超過 160 人，雙方互動氣氛熱絡。
本屆大會開幕儀式中特別規劃「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由我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與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簽
署合作備忘錄，雙方次長在線上共同見證，為本屆會議一大亮點。
本次會議聚焦「電動車供應鏈」及「智慧醫療」兩個產業議題。「電動車供應鏈」
分組邀請臺瑞雙方重要電動車產業平台分享，並由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與工業局
金屬機電組盧文燦副組長進行開場致詞，會中雙方針對各自平台業務及電動車發展
趨勢分享臺瑞供應鏈國際合作的可能性。專題演講結束後並舉行「電動車供應鏈合
作貿洽會」，由國經協會協助我商與多家瑞典公司接洽，拓展對外經貿商機，促進
臺灣電動車供應鏈國際化。
「智慧醫療」分組邀請到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擔任與談主持人，並由衛福部
薛瑞元次長和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致詞。本屆會議進一步探討 AI 聯合學習技術
(Federated Learning)在智慧醫療上的應用，此例為近年臺瑞合作的典範，上半場討
論也針對肺癌早期偵測之 AI 運用領域進行剖析；下半場接續探討遠距醫療在腎臟
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管理的解決方案。

貳、籌備情形
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是臺、瑞典兩國間重要民間經貿活動之一，迄今已舉辦
37 屆雙邊會議。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本年續採線上與實體會議並行的方式，以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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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推動雙方產業交流。近兩年全球疫情期間，各國政府帶頭推動綠能及數位轉型，
使全球電動車、智慧醫療商機大爆發，本會在經濟部國貿局和我駐瑞典代表處經濟
組的指導下，與瑞典方對等單位達成共識，訂定「電動車供應鏈」及「智慧醫療」
為本屆會議主題。

參、辦理情形
 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本次會議匯集臺瑞雙方產官學研重量級講者，並規劃交流討論(Panel Discussion)
時間，提供講者們深入交流機會。「電動車供應鏈」分組臺方講者包括 MIH EV 研
發院以及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瑞典方則洽邀 MobilityXlab 和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瑞典電動移動中心)。
「智慧醫療」分組臺方講者包括健保署李伯璋署長、臺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
主任、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
以及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瑞典方講者則包括瑞典醫療資源豐富地區
Halland 省醫院策略長 Dr. Markus Lingman 以及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愛
立信集團(Ericsson)等瑞典知名大廠分享其在智慧醫療領域之最新概念。

 「電動車供應鏈」分組－專題演講
 臺方：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 沈舉三秘書長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the future smart vehicles:
-The ICT industry perspective"
沈秘書長首先以汽車產業整體發展趨勢角度切入，說明市場預測一整部汽車
中，有關汽車電子、車載資通訊等零組件將成長最快，如晶片、ADAS、顯示面板
和感測器等擁有極大的市場潛力。未來的汽車也將要求擁有更高的運算能力，並包
括智慧化、互聯化及系統整合等要素。汽車產業雖已有百年歷史，ICT 產業卻只有
四十年，顯示臺灣的 ICT 產業未來將扮演一更積極的關鍵角色。
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TADA)便是在此大背景下成立，協助我 ICT 業者
跨入汽車產業並成為重要的國際供應鏈一環，成員包括力積電、友達、和碩與各車
聯網公協會。TADA 的任務更在於讓臺灣接軌未來智慧車、智慧交通乃至智慧城市
等大趨勢，不僅促使產業升級，也促進人類移動生活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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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方：Ms. Katarina Brud, Director of MobilityXlab
"Accelerate global innovation based on collaboration"
MobilityXlab 為成立於 2017 年的創新合作樞紐，總部位於林德島科學園區
(Lindholmen Science Park) 。 由 六 大 瑞 典 汽 車 產 業 領 導 公 司 共 同 發 起 ， 包 括
CEVT、Ericsson、Veoneer、Volvo Cars、Volvo Group 及 Zenseact，提供有潛力的
新創公司與上述六大領導公司之合作機會。該組織目前合作的新創業者涵蓋北美
至印太地區(如加拿大、印度等)，B 執行長並於演講中歡迎臺灣業者也加入該組
織。

 臺方：MIH EV 研發院 黃怡茹顧客語言與產品體驗顧問
"Collaboration is the new trend"
黃顧問首先介紹至 2030 年時電動車銷售預計將成長百分之三十，其中「新科
技體驗」將成為顧客購車選擇時的重要指標。MIH Consortium 成立之宗旨便為打
造永續的汽車產業，藉由建立開放平台生態系，促進國際合作。MIH 研發院轄下
制定的三大策略分別為整合開發設計標準、發展關鍵技術以及橋接各車輛業者。
研發院內部共成立 16 個工作小組(軟體定義、開發者至顧客導向等)，藉由廣
納各零組件廠商意見，匯聚整合成一公版模組，並以此參考設計架構縮短各業者
開發電動車之時間。MIH 會員除可享有上述開發資源外，MIH 也同時協助業者了
解市場，調查顧客之用車經驗。

 瑞典方：Ms. Linda Olofsson, Director of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The research of the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是瑞典國家級電動化交通研究中心，專責橋接瑞
典各產業與學術單位間之研究合作。中心內規畫五大主題：系統研究、電機驅動與
充電建設、能源儲存（電池）、電動化社會、電網與電動車連結。以打造永續電動
化社會為目標，其轄下研究項目更可細分為車輛能源管理、車主使用經驗、成本與
環境影響等議題。
因應新興科技崛起：軟體（大數據管理）、硬體製造能力（半導體等），該中
心近年更以開發新元素電機磁鐵、鋰電池生命週期評估、充電裝置環境影響、電網
管理、電池安全等計畫項目為發展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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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醫療」分組－專題演講
Session 1: Prospect and Patient-Centric Solutions – AI and Big health data
 臺方：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李伯璋署長
"How NHIA collaborates with partners to drive AI through NHI data utilization with
gov. & medical institutes"
臺灣與許多北歐國家的醫療體系相同，實施單一支付者系統，人民依照薪資
級距向政府繳納保費，政府並控管此固定預算，再補助給醫療機構。在臺灣，各
家醫院及診所為向健保署核銷相關費用，皆透過健保醫療雲端資訊系統(National
Healthcare Insurance MediCloud System)上傳病患的醫療資訊，也因此臺灣的健保
資料庫發展建置十分完善，運用層面非常廣泛。在醫療實務上，雲端數據的共享
性質，能夠讓各家醫院避免對患者進行重複治療。李署長舉例，在 COVID-19 的
防治上，早期並無相關 PCR 檢測研究，多使用胸腔 X 光技術進行診斷。而如今
結合 NHI 資料庫以及 AI 技術所發展出的模型已被大大拓展運用在肺癌的早期診
斷當中。
署長指出，此等龐大且涉及隱私的資料庫必須考量資安問題，而臺灣健保署
透過「健康存摺(My Health Bank)」APP 系統取得民眾的同意，將相關醫療數據提
供給健保署作為研究以及醫療使用。李署長並於最後表示，臺灣的數位醫療以及
健保體系已撰寫編輯成冊，並由國際知名期刊 Springer 出版英文版本，供全球對
臺灣醫療健保體系有興趣者作為研究參考，實為對臺灣醫療的一大肯定。
 瑞典方：Dr. Markus Lingman, Halland Hospital Group, Region Halland
"Information-driven care: How AI ca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ealth care and learning
from Sweden"
資訊導向照護(Information-driven care)係指結合各方面的數據、知識、資訊，
如治療決策、病患照顧、財務以及運營決策等，將其轉化為病人利益(patient value)
的醫療照護。在此過程之中，首先要將數據轉化為資訊，這個步驟便需要結合 AI
技術，而如何將 AI 模型與醫療體系結合便是最關鍵的部分。L 博士說明，AI 能
夠完成辨認規律(pattern recognition)以及預測(prognosis/predicition)，此與醫學上的
診斷(diagnostic)和風險評估(risk assessment)不謀而合，而智慧醫療未來發展的目
標，即是透過 AI 深度學習所發展出模型，達到自主做出醫療決策。
此外，在醫療領域中妥善運用資源也相當重要。為了使醫療資源能夠正確地
讓決策者/管理者進行分配，將數據資料結合 AI 技術融入醫療領域當中會是現今
智慧醫療發展的努力目標，目前瑞典正致力於將精準醫療技術發展為以資訊為導
向的預測性精準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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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瑞合作：臺北榮民總醫院 郭萬祐部主任與 Mr. Lukas Nyström
"Application of federated learning on medical imaging AI"
傳統的 AI 雖能夠透過機器學習，佐以擁有豐富數據的中央資料庫以及高計
算能力的電腦設備，就能夠建立 AI 模型並將之運用於腦部病變的自動偵測。但
此作法所費不貲，且大量的病歷資料須集中於同一資料庫，其中便牽涉到隱私權
的問題。上述情況在現行法律上其實並不合法，且國際上各國針對隱私權的保護
下亦不允許此情況發生。
郭主任以及 Mr. Nyström 所進行的 AI 聯邦式學習(Fererated Learning)研究，便
旨在解決上述實務問題。此方法透過分散在各家醫療研究機構所各自獨立訓練的
AI 模型，將其上傳至一個共同學習中心，以數學方法整合各家 AI 模型後，再下
放回各研究據點，如此個人的病歷資料等便不需要離開原來的研究單位。研究成
果在經過驗證後，十分接近由醫師臨床親自診斷的結果，效果令人驚豔。
 瑞典方：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 方姵潔博士
" How innovative partnerships are transforming lung cancer diagnosis"
方博士首先介紹 LungAmbition Alliance，為一致力於提升肺癌存活率的組
織。由於肺癌是目前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癌症種類，若能夠在早期階段發現癌細
胞，治癒的機率可高達 92%。而目前全球篩檢肺癌主要使用低劑量電腦斷層掃描
(Low-dose Computed Tomography, LDCT)，但 LDCT 的成本較為昂貴且許多國家
並沒有相關的環境及設備。LungAmbition Alliance 便將 AI 技術結合全球廣泛使用
的 X 光，解決成本以及各國醫療環境的問題，目標將肺癌五年內的存活率大幅提
升。
方博士接著介紹由 AZ 所創立的 A.Catalyst Network。此生態圈是由 AZ 在全
球 20 多個健康創新中心所集成的網絡，臺灣為最早成立的三大樞紐之一。藉由
結合數位資訊、研發以及商業夥伴，致力於透過全球合作將對患者有益的創新產
品或技術加速進入市場，同時也邀請各國政府加入合作，共同發揮影響力，最終
改變各國的醫療環境。
 臺方：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 張允中主任
"AI-powered solution for lung cancer screening"
肺癌是目前臺灣以及全球致死率最高的癌症種類，儘管已經有了針對肺癌細胞
的標靶治療，但在臺灣每年仍有超過一萬名罹患肺癌而死亡的患者。張主任介紹了
兩項與 LDCT 相關的肺癌篩檢研究：其一為美國國家肺癌篩檢試驗（The National
Lung Screening Trial，NLST），另一則為尼爾森篩檢試驗(NELSON Screening Tr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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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 NLST 證實了 LDCT 能夠降低 20%的肺癌死亡，相較於胸部 X 光（Chest x–ray,
CXR）篩檢陽性的比例超過三倍；而在尼爾森篩檢試驗中，則證實 LDCT 能夠在早
期階段篩檢出肺癌，相較於未使用的 LDCT 的對照組而言，也大幅降低了死亡率。
張主任表示 AI 技術結合 LDCT 篩檢具有非常大的潛力。儘管現行技術仍在發
展當中，但在未來 AI 科技除了能夠在檢測、分類以及回報部分提供更高的便利性
之外，更能提高篩檢精準性，降低誤判的比例。

Session 2: How telemedicine/digital healthcare increase quality of care for chronic disease
management

 瑞典方：Mr. Fredrik Koffner, Co-founder & CCO, Cuviva AB
"How connected healthcare can increase quality of life for the individual and enable
cost savings for the society"
Cuviva 為一家致力於遠距醫療之新創公司。K 創辦人在演講中指出，遠距醫
療可降低高風險患病族群中 25%之醫療支出，而以病患為中心的醫療照護，必須顧
及照護任務與治癒目標一致、將患者家屬觀點納入決策考量中、完全透明化以及溝
通管道順暢等面向。
Cuviva 因此開發一多功能平台，病患在收到設備後便可自行在家做多種生理檢
測。該公司認為任何數位工具在導入醫療照護領域時，須將病患之最所需列為首要
考量，如此才能增進病患福祉並減少相關照護成本。
 臺方：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 陳呈旭主任
"Smart healthcare for chronic kidney disease and diabetes management"
陳主任首先提到，臺灣的腎衰竭病患比率高居全球第一位，臺中榮總因此與研
華公司合作，建置「創新零距離醫療服務－全方位智慧健康服務中心平台」，提供
病友在醫院端及護理端的各式服務。該平台上之血糖監控數位看板，能幫助腎臟病
友查看其生理狀況，若患者血糖指數異常，該裝置將發出警告並通知醫療單位。
陳主任也介紹到，一般俗稱的洗腎其實包括：腹膜透析、血液透析，而現在也
可採取腎臟移植的治療方式。臺中榮總所開發之腎臟病智慧管理，以共同決策模型
機制幫助找出最適合病患之治療方式。病患在自行洗腎時也可透過該系統了解運作
方式，降低感染風險。臺中榮總更與中科院合作，建置智慧腎病照護教育系統，利
用虛擬實境(VR)和血液透析模擬器提供學生相關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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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方：Mr. Johan Möller, Head of Sales & Marketing at Brighter AB
"Verified data creating insights for better healthcare"
瑞典 Brighter 公司提供糖尿病治療管理解決方案，M 營銷長提及，罹患糖尿病
人口在全世界節節攀升，且在已開發國家中，僅有一半比例之患者可獲得相關的治
療建議。根本原因在於缺乏相關治療師，而醫生其實也沒有對病患生理情況掌握足
夠多的真實數據作為診斷時的輔助。
M 營銷長續舉一新加坡實驗案例，一是採傳統診斷方式；另一則採遠距醫療，
實驗結果發現遠距醫療組能夠大幅省下診斷成本，病患的回診率也相對提高。
Brighter 公司便依據上述實驗結果等致力於縮短進行遠距醫療時的總投入時間，從
病患登入系統開始、分析數據、診斷至最後回饋的過程，收集相關醫療數據作精進，
以增進病患醫療福祉。
 臺方：中華電信研究院 陳榮貴副院長
"Role of mobile connectivity to the evolution of healthcare"
臺灣自去(109)年六月開始啟用 5G 網路，用戶持續增長。政府並研擬如亞洲矽
谷、亞洲新灣區 5G 和 AIoT 創新園區等計畫，以推廣 5G 相關產業應用。有關智慧
醫療領域部分，衛福部「導入 5G 及智慧科技提升醫療與健康照護計畫」和國發會
「5G 高雄榮家智慧長照計畫案」等，都是中華電信與臺灣政府合作應用 5G 科技在
醫療場域的旗艦計畫。
5G 高速、低延遲、低能耗和廣連結的特性，十分適合運用於遠距診斷、遠距
照護以及緊急救護等情況。中華電信公司所開發的中華健康雲，提供個人居家照護
與智慧家庭的整合服務，串連並整合裝置蒐集的健康醫療資訊，現已有應用於偏鄉
及醫療資源匱乏地區等實例。中華電信並幫助國內多家醫院建置 5G 專網，也與國
立陽明交通大學等學術單位進行智慧醫療項目之合作。
 瑞典方：Dr. Peter Marshall, Strategic Marketing Director at Ericsson Vision Lab
"5G and Healthcare"
愛立信公司放眼 2030 年，相信 5G 技術將大幅改變人類生活。而運用 5G 技術
導入智慧醫療將達成下列八大成果：首先為透過 AI 或自動化設計以降低營運成本，
或提升遠距近用、主動式個人化照護、加速學習效果等面向之應用，而即時回饋技
術、數據高速傳輸、遠距監控和治療也將成為顯學。愛立信集團盼打造相關智慧醫
療生態系，並已有如非侵入式偵測、緊急救護和照護等實際案例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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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討與建議
一、 產業平台群策群力，協助臺廠打入電動車國際供應鏈
瑞典汽車工業發達，擁有多家百年汽車大廠，如客車製造廠 Volvo cars 和重
型卡車、巴士製造商 Volvo Truck 與 Scania，相關車輛零組件製造十分完備。
面對未來電動車新趨勢，瑞典車廠也正如火如荼投入相關開發中，藉由整合
該國內部相關車廠並組織產業平台，搶進電動車新藍海。
本屆會議洽邀雙邊重要電動車產業平台進行對話。臺灣方面，MIH 研發院整
合任何與車輛製造、設計的相關業者，共同制定下一代電動車公版模組；而
新興成立之臺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將協助臺灣 ICT 業者切進電動車產
業成長規模最大之車用電子領域。瑞典方面，MobilityXlab 創新樞紐由六大瑞
典汽車領導公司共同發起，提供會員與上述六大領導公司之合作機會，共創
商機；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則負責研究如何使電動車順利導入社
會、成功整合進人們生活中之方方面面。
由上段內容可知，我國與瑞典在電動車產業之優勢不同，故成立的電動車平
台皆有各自不同的任務功能。而經本會會後調查，臺灣中小企業在外銷時通
常需要當地合作夥伴引路，協助了解當地市場情況與法規(例如有業者開發車
用鏡頭，可能會與歐洲當地隱私權保護等法律牴觸)，或某些臺廠在產業鏈中
屬 Tier 2，尚需 Tier 1 協助，才能打入終端產品客戶的供應鏈中。
本會未來在辦理相關產業媒合會時，會以整體產業角度出發，洽邀更多相關
產業平台或公協會等，協助臺廠了解當地市場情況，並尋找合適合作夥伴，
拓展國際商機。
二、 挖掘數據金礦，兼顧隱私法規，匯聚智慧醫療產業能量
綜合智慧醫療之發展來看，各家企業或醫療單位開發相關系統，需解決之兩
大關鍵問題不外乎技術上如何蒐集大數據資料，以及法規上如何兼顧隱私權
之保護。本屆會議探討智慧醫療，便以此二主軸角度出發，安排專題演講與
交流討論，並著重於慢性病之照護管理應用。
有關 AI 技術方面，一般來說以更龐大之資料量所訓練出的 AI 模型其演算能
力也將更加強大，然相關數據、資料庫之使用依國際上現行情況而言，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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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法規或各家醫療院所系統不相容之原因而卡關，難以彙集成統一的大數
據資料庫。臺北榮總郭主任與 Mr. Nyström 所實驗共同開發的聯合學習模型，
則巧妙繞過數據彙整之難題，藉由訓練各單位開發的 AI 演算法，達到不移動
敏感數據便能訓練具有相當演算能力的 AI 模型，十分適合推廣於國際。
臺中榮總與我國業者合力開發之服務平台，與瑞典新創公司 Cuviva、Brighter
等的現身說法，證明智慧醫療要能成功推廣至人們生活，產業界的應用能量
也需提升，才能實現未來全面的智慧醫療社會。而未來智慧醫療更將離不開
高速傳輸數據之需求，在此電信業者的 5G 專網服務便佔有十分重要之角色。
我國中華電信公司與瑞典愛立信公司也在本屆會議分享其看法。
由上段可見發展智慧醫療牽涉層面之廣，需要各社會組織的共同協作。而阿
斯特捷利康公司所成立的 A.Catalyst Network，便旨在結合相關研發和商業夥
伴，透過全球合作將產品加速導入市場，此包裹各不同事業體及公私單位共
建生態系之作法，可供我國借鑑。除政府帶頭排除法規障礙及支持產業發展
外，公私部門之協力共榮也是發展智慧醫療成功與否的關鍵。

伍、未來潛在合作商機
(一) 馥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鼎天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廣達集團)與瑞典天線製
造商 Gapwaves 進行貿洽，此二公司盼能將其產品應用於電動車上。
(二) 鉅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安強股份有限公司與瑞典商 Trelleborg 和 SKF 進
行貿洽，此二家盼尋找合作夥伴共同切入電動車產業領域。
(三) 健合興端子股份有限公司屬 Tier 2 業者，該公司盼尋找北歐當地 Tier 1 合
作夥伴藉此打入終端客戶產品供應鏈中。會後與瑞典商 Einride、Zenseact、
Actia、Gapwaves 等公司接洽。
(四) 翱騰國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開發數位服務平台)針對瑞典商 Cuviva 有興趣
於遠距醫療平台開展合作。

9

活動名稱：「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
時間：110 年 11 月 24 日(三)

1

大會臺瑞雙方主席與貴賓線上合影：上排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瑞典外貿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中排
左至右：經濟部陳正祺次長、駐瑞典代表處姚金祥大使、瑞方主席愛立信集團副總裁
Mr. Ulf Pehrsson；下排：臺方主席中華電信公司郭水義總經理、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

2

10

「臺瑞典促進雙邊投資合作備忘錄」簽署儀式。上排左至右：瑞典貿易暨投資委員會
Mr. Jan Larsson 執行長、我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下排左至右：瑞典外貿
部次長 Mr. Krister Nilsson、經濟部陳正祺次長

3

110 年 11 月 24 日「第 37 屆臺瑞(典)經濟合作會議」大會現場貴賓合影(由左至右)：
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MIH EV 研發院黃怡茹顧客語言與產品體驗顧問、台
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經濟部投資業務處張銘斌執行長、臺方主席中華電信公
司郭水義總經理、瑞典駐臺孔培恩代表、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沈舉三秘書長、
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臺灣阿
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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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會現場實況。

5

電動車供應鏈分組雙方貴賓線上合影。上排左至右：Mr. Jan Larsson 執行長、Ms.
Katarina Brud, Director of MobilityXlab、台灣先進車用技術發展協會沈舉三秘書長；
下排左至右：經濟部工業局金屬機電組盧文燦副組長、MIH EV 研發院黃怡茹顧客語
言與產品體驗顧問、Ms. Linda Olofsson, Director of Swedish Electromobility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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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電動車供應鏈合作貿洽會」現場實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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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智慧醫療分組貴賓現場合影。由左至右：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方姵潔博士、臺大醫
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主任、衛福部健保署李伯璋署長、
瑞典駐臺代表孔培恩、衛福部薛瑞元次長、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中華電信研
究院陳榮貴副院長、臺中榮民總醫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
司陳康偉總裁、臺灣愛立信公司藍尚立總經理 Mr. Chafic Nass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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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影。上排由左至右：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衛福部健保署
王宗曦組長、瑞典講者 Dr. Markus Lingman, Consultant Cardiologist and Chief Strategy
Officer Halland Hospital Group, Region Halland。中排左至右：台北榮民總醫院郭萬祐部
主任、瑞典講者 Mr. Lukas Nyström, Project Manager, Satcube AB、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
司方姵潔博士。下排由左至右：臺大醫院影像醫學部張允中主任、臺灣阿斯特捷利康
公司陳康偉總裁

9

智慧醫療分組線上合影。上排由左至右：國家衛生研究院梁賡義院長、臺中榮民總醫
院內科部腎臟科陳呈旭主任、瑞典講者 Mr. Johan Möller, Head of Sales & Marketing at
Brighter AB。下排由左至右：瑞典講者 Dr. Peter Marshall, Strategic Marketing Director at
Ericsson Vision Lab、中華電信研究院陳榮貴副院長、臺灣阿斯特捷利康公司陳康偉總
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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