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際健康產業」說明會邀請函 

 

敬啟者： 

  為帶動台灣健康產業的發展，將臺灣優質的醫療服務推向國際，衛生福利部規劃

引入國外高階專業人才與技術，刺激外資投入，透過國內外醫療及生技研發機構的合作，

期許以醫療產業為火車頭，帶動周邊健康產業，包括生技、製藥、醫材、資訊、復健及

養生等之發展與升級，同時配合會展、訓練中心的成立，達到跨領域整合效果，期能使

臺灣成為東亞國際醫療健康產業的核心。 

  本說明會的目的是希望瞭解國內各利害關係者對於國際健康產業之需求和意見，作

為後續政策及作業規劃內容之參考。藉由國際健康產業推動政策的規劃說明，增進相關

單位對於國際健康產業的背景知識，如預計鬆綁的法規項目、配套監管措施以及與海外

機構可能的合作模式、預期效益等，並將於會中分享國內外醫療健康產業的市場資訊，

針對該產業目前現況、未來機會與挑戰進行簡報，本次說明會特別邀請日本國立循環器

病研究中心代表來台，於台北與台中場次分享該中心致力結合醫療與研究，發展醫療產

業的寶貴經驗，期能進一步共同討論台灣未來的國際健康產業發展方向與其產業價值體

系的建構。 

  希望廣邀國內縣市政府、醫療院所及醫療相關業者共襄與會，惠賜寶貴經驗及意見。

詳細說明會議程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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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國際健康產業」說明會 

 主辦單位： 中華民國衛生福利部 

 執行單位：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公司 

 時間： 

台北場次 103 年 11 月 17 日 (一) 下午 14:00 至 17:00 (下午 13:30 開始入場) 

台中場次 103 年 11 月 18 日 (二) 下午 14:00 至 17:00 (下午 13:30 開始入場) 

高雄場次 103 年 11 月 19 日 (三) 上午 10:00 至 12:00 (上午 09:30 開始入場) 

花蓮場次 103 年 11 月 20 日 (四) 上午 10:00 至 12:00 (上午 09:30 開始入場) 

 



                                                     

 

 地點： 

台北場次 GIS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拉斐爾廳(台北市羅斯福路四段 85 號地下 1 樓) 

台中場次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 203 會議室(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高雄場次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 610 會議室(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花蓮場次 花蓮翰品酒店 3 樓秋豐廳(花蓮縣花蓮市永興路 2 號) 

 報名方式：本說明會採 E-mail 及傳真方式報名，請填寫附檔報名表回覆。 

名額有限，歡迎踴躍報名參加。 

 報名費用：免費 

 

 

 台北與台中場次(11/17&18)說明會議程：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13:30~14:00 來賓報到 - 

14:00~14:10 長官貴賓開幕致詞 
衛生福利部、日本國立

循環器病研究中心 

14:10~14:40 
【講演一】 

發展國際健康產業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性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

(股)公司 

14:40~15:40 

【講演二】※1 

結合醫療與研究機能發展醫療產業 

~國立循環器病研究中心的實務經驗分享~ 

日本國立循環器病研究

中心 

Tea Break 

15:50~16:20 
【講演三】 

國際健康產業發展方向與規劃說明 
衛生福利部 

16:20~17:00 Q&A 意見交流 - 

散會 

※1.【講演二】將以日文演講，中文逐步翻譯方式進行。 

※2.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情況變更活動內容 

 

 

 

 

 

 

 

 

 

 



                                                     

 

 高雄與花蓮場次(11/19&20)說明會議程(暫定)： 

時間 主題 主講者 

09:30~10:00 來賓報到 - 

10:00~10:05 長官貴賓開幕致詞 衛生福利部代表 

10:05~10:50 
【講演一】 

發展國際健康產業對國內經濟的重要性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

(股)公司 

10:50~11:20 
【講演二】 

國際健康產業發展方向與規劃說明 
衛生福利部 

11:20~12:00 Q&A 意見交流 - 

散會 

※主辦單位有權依實際情況變更活動內容 

 

順頌 商祺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公司 

總經理 張正武 

聯絡人：劉盈媏(i-liu@nri.co.jp) 

TEL +886-2-2718-7620 ext.125 

地址：台北市敦化北路 168 號 10 樓 F 室 

 

 

 

 

  

mailto:i-liu@nri.co.jp


                                                     

 

參加回函 

請於103年11月7日(五)前，傳真至 02-2718-7621或e-mail至i-liu@nri.co.jp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收，以利人數統計。 

 

活動名稱: 「國際健康產業」說明會 

報名場次:      台北場次 2014年11月17日(一) 下午14:00~17:00 

 台中場次 2014年11月18日(二) 下午14:00~17:00 

 高雄場次 2014年11月19日(三) 上午10:00~12:00 

 花蓮場次 2014年11月20日(四) 上午10:00~12:00 

機關名稱: 

聯絡人: 

電話: e-mail: 

預計出席人員: 所屬部門/職稱: 

電話: e-mail: 

預計出席人員: 所屬部門/職稱: 

電話: e-mail: 

預計出席人員: 所屬部門/職稱: 

電話: e-mail: 

※上述資料因涉及個人隱私，用途僅限於本說明會之來賓報到、席次導引與資料。 

 

 

 

  



                                                     

台北場次 11/17 會場 

GIS 集思台大會議中心位置與交通資訊 

 

 
 

※會場交通指引： 

GIS集思台大會議中心，台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 85號B1(台灣大學第二活動中心內) 

電話：02-23635868 

http://www.meeting.com.tw/map/map-ntu.pdf  

 

 

捷運 捷運新店線公館站 2 號出口左轉，步行約 2 分鐘 

公車 【捷運公館站一】254 

【捷運公館站-往西區方向】0 南、1、109、208、236、251、252、253、278、

284、290、52、642、643、644、648、660、671、672、673、676、74、907、

景美女中-榮總快速公車、棕 12、綠 11、綠 13、藍 28、 

【捷運公館站-往新店方向】207、278、280、284、311、505、530、606、668、

675、676、松江幹線、松江-新生幹線、敦化幹線、藍 28 

【公館(羅斯福路基隆路口)】671 

【公館(基隆路)】1、207、254、275、650、672、673、907、南軟通勤專車(雙

和縣) 

開車 公館水源市場對面羅斯福路上，進羅斯福路與基隆路交叉口 

【國道一號】 由松江路交流道下，轉建國高架道路南行至和平東路出口，續行

辛亥路至基隆路右轉，直行至羅斯福路再右轉，隨即於右側「台灣大學公館二

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國道三號】 由台北聯絡道下辛亥路端，接基隆路右轉羅斯福路，隨即於右側

「台灣大學公館二活停車場」停車即可。 

 

  

http://www.meeting.com.tw/map/map-ntu.pdf


                                                     

台中場次 11/18 會場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位置與交通資訊 

 

 

 

 

※會場交通指引： 

台中世界貿易中心，台中市西屯區天保街 60 號 

電話：04-23582271 

http://www.wtctxg.org.tw/administration/traffic.asp   

 

公車 請搭乘下列公車，於【中港路澄清醫院站】下車，步行約 5 分鐘。 

【台中客運】60 號、69 號、57 號、88 號、106 號、146 號、147 號 

【統聯客運】75 號、83 號、86 號、87 號 

【仁友客運】48 號 

【東南客運】67 號 

【高鐵快捷公車】 

開車 【國道一號】 下中港交流道，往沙鹿方向，經過台中澄清醫院，左轉進入台中

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 路。 

【國道三號】 下龍井交流道，往台中市區方向，經過東海大學，右轉進入台中

工業區後，左轉天佑街，右轉中工 2 路。 

【中彰快速道路】南下：從朝馬路出口，右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北上：從市政路出口，左轉朝馬路接天保街。 

  



                                                     

高雄場次 11/19 會場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位置與交通資訊 

 

 

※會場交通指引： 

高雄國際會議中心，高雄市鹽埕區中正四路 274 號 610 會議室 

電話：07-561-8666 

http://www.icck.com.tw/location.asp   

 

捷運 橘線鹽埕埔站 2 號出口，步行約 3 至 5 分鐘即可抵達 

公車 【歷史博物館】0 南(單邊停靠)、0 北(單邊停靠)、11、25、33、56、60、76、

77、82、建國幹線、91、214、219、248 

高鐵 搭乘高鐵至左營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 鹽埕埔站 2 號出口 → 

步行約 3 至 5 分鐘即可抵達 

火車 搭乘火車至高雄火車站 → 轉乘捷運至美麗島站換橘線 → 鹽埕埔站 2 號出口 

→ 步行約 3 至 5 分鐘即可抵達 

  



                                                     

花蓮場次 11/20 會場 

花蓮翰品酒店位置與交通資訊 

 

 

 

※會場交通指引： 

花蓮翰品酒店，花蓮縣花蓮市永興路 2 號 

電話：03-822-5388  

http://hualien.chateaudechine.com/zh-tw/Transport.aspx 

飯店接送服務：至花蓮車站/花蓮機場接送，請於 24 小時前通知， 

                 接送時間限 AM10:00~PM7:00 內，車程時間约 12 分鐘 

 

 

開車 【北部下行】 台北 32K→蘇澳 80K→太魯閣 26K→花蓮 

【南部上行】 高雄 167K→台東 188K→花蓮 

鐵路 【台北→花蓮】 車程時間各約：太魯閣號 2.5 小時、自強號 3 小時、莒光號 3.5

小時 

【高雄→花蓮】 車程時間各約：自強號 5 小時、莒光號 7 小時 

飛機 花蓮機場 

【台北→花蓮】 復興航空 35 分鐘 

【高雄→花蓮】 華信航空約 55 分鐘 

  

http://hualien.chateaudechine.com/zh-tw/Transport.aspx


                                                     

協助日本企業進軍台灣市場

Japan Desk每年為200家以上的日企提供投資台灣支援

•台灣經濟情勢、投資環境與日本企業投資動向說明
•法令、程序、統計數據等信息提供
•與台灣政府機關的搭橋
•市場研究、配套與進入戰略制定支援

消費品·服務業諮詢服務

看準未來社會動向，以最佳事業策略創造企業新的價值

•品牌戰略/市場營銷策略策劃支援
•定位分析、消費者需求分析
•業務改革支援（店舖管理體制的再造等）
•台灣業者海外市場進入支援

公共領域諮詢服務

結合日本豐富經驗及專精台灣事務之高度專業服務

•公共事業領域的政策規劃、事業策略及戰略制定
•土地開發活化、產業轉型之規劃及招商支援
•民間參與公共建設(PFI、BOT)的事業計畫評估
•區域發展、都市振興計畫的制定

製造業諮詢服務

提供台灣ICT及新興產業高效的信息量及穩確的方向性

•製造業者的新事業進入支援
•日系製造業者的台灣合作對象開拓
•中華經濟圈的拓銷支援
•中華經濟圈企業投資可行性評估

 

NRI 野村總合研究所簡介 

野村總合研究所(Nomura Research Institute, NRI)成立於 1965 年 4 月，為日本首個以

智庫型態設立之民間研究機構，亦為日本規模最大之諮詢顧問公司，2013 年營業額約新

台幣 1,286 億元，集團員工數 8,123 人。NRI 目前於全球共計有 18 處海外據點，均與日

本總公司各事業部門合為一體，共同積極推動主要事業之國際發展，結合全球化之網絡

與研究資源，於金融、流通、IT 事業及社會基礎建設等各項領域，均提供專業之諮詢服

務與解決方案。 

 

 

NRI 台北分公司成立於 1994 年，為台灣、日本的政府單位、民間企業提供涵蓋亞

洲地區為主之調查、諮詢顧問及系統解決方案等服務；2012 年申設為中華民國法人(即

台灣野村總研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成為野村總合研究所 100%持股之在臺子公司，

期以更堅實之體制與國際服務在地化精神，提供更優質、專業、效率化之服務。 

NRI 台灣主要服務領域 

NRI Group Worldwide offices

NRI Europe

(Oct.1972)

Moscow Branch

(Oct.2008)）

Taipei Branch

(Aug.1994）

Seoul Branch

(Apr.1995)

NRI Beijing

(Oct.2002)

NRI Shanghai Beijing Branch

(Oct.2005)

NRI Shanghai

(Jul.2002)

NRI Beijing Shanghai Branch

(Aug.2005)

NRI Hong Kong

(Jan.1976)

NRI America

(Jan.1967)

NRI America 

Dallas Branch Office 
(Aug.2008)

NRI Pacific

(Apr.1994)

NRI SecureTechnologies

North America Branch
(Apr.2009)

NRI Dalian

(Sep.2010)

NRI APAC 

Jakarta Representative Office
(Apr.2012)

NRI Financial

Technologies India
(Jul.2012)

NRI India 
(Nov.2011)

Manila Branch

(Sep.1997)NRI Asia Pacific(NRI APAC)

(Jul.1984/Mar.2012Renam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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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t.2008)）

NRI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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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I Shanghai
(Jul.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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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RI Hong Kong
(Jan.1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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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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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es India
(Jul.2012)

NRI India 
(Nov.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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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p.1997)NRI Asia Pacific(NRI AP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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