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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玉山活動 (Global MJ Activity) 

 

Global MJ Chairman CY Chen visited Paul Kuoboug Chang, 

Representative of TECO in Tel Aviv, Israel 

全球玉山理事長陳鈞亞拜會駐特拉維夫經文處代表張國葆、科

技組長汪庭安 

全球玉山理事長陳鈞亞和夫

人梅毅端伉儷於 9月 19日與一個

40 人團體，一起拜訪駐以色列經

濟文化辦事處張國葆代表和夫人、

科技組汪庭安組長和夫人，相談

甚歡。以色列和臺灣關係良好，

互相尊重和支持；張代表凡事親

力親為，為兩國外交盡心盡力，

值得尊敬。 

張代表表示以色列和台灣有

次長級官員的互訪活動，有許多科技項目合作，這也是汪廷安組長去年被

派到以色列開創科技組來促進協助更多的科技合作。汪庭安組長原來是駐

舊金山科技組組長，和玉山科技協會關係密切，互相合作多年，這次大家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見面，特別開心。張國葆代表說，從台灣來居住在以色

列，有資料聯络的僑胞總共才 100 多人，所以人數很少。這次這個 40 人

的訪問團來訪，張代表非常高興，熱情招待，和大家照像，解説當地文化，

更送大家綉有 Taiwan the star of Asia 的帽子作記念。 

這次訪問團共 40 人參與晚宴，團員包括美西玉山黃安利副理事長，美

東南玉山前理事長陳家琪(Jackie Chen)和現任理長江政峰(Frank Chiang 

and Ting Chu)夫婦，及全美亞裔商會董繼玲理事長等人。 

 

 

 各區會活動 (Activity Reports per MJ Chapters) 

 
台灣玉山 

 

Dr. Catherine Lee was re-elected as the Chairman of MJ Taiwan 

李紀珠博士高票連任台灣玉山科技協會理事長 

 
全球玉山理事長陳鈞亞伉儷(右一、二)訪問

以色列，與駐特拉維夫經文處張國葆代表

(右三)、科技組組長汪庭安(左二)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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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台灣玉山)於日前完

成第十屆理、監事的選舉，李紀珠理事長眾

望所歸，獲得新一屆理事全票通過連任，當

選為第十屆理事長，將領導台灣玉山邁向新

的兩年任期。這位被譽為聰慧與美麗兼具的

理事長表示，很感謝大家的支持，將盡最大

的努力繼續領導台灣玉山。李紀珠目前是新

光金融控股公司、新光人壽保險公司及元富

證券公司副董事長。 

另外，台灣玉山新一屆理、監事會也選

出台積電總裁魏哲家與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

童子賢為副理事長，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所長傅文芳為監事召集人。 

台灣玉山今年理監事會陣容堅強，新任理監事分別來自科技、金融、

創投、法律、會計等領域，可謂群賢匯聚，有多位產業界領袖如台積電總

裁魏哲家、鴻海董事長劉揚偉、旺宏董事長吳敏求、中華開發金控董事長

張家祝、南山人壽董事長杜英宗等位首次加入理監事會陣容，對於台灣玉

山如虎添翼；多位產業界新秀如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安碁資訊董事

長施宣輝、康舒科技執行副總許介立，以及代表 Fintech 等新興金融科技領

域的台灣金融科技創辦人王可言等位，亦為理監事會新血。另外，智庫界

的 DIGITIMES 總經理暨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集

邦科技董事長劉炯朗也是台灣玉山理監事會的新面孔。 

李紀珠表示，科技發展的趨勢需要結合不同產業和專業領域，希望藉

由產學研各界菁英所組成的理監事會，能為台灣玉山增添新氣象、創造新

局面。玉山科技協會的角色和功能多元，不僅是台灣及全球華人科技產業

跨領域的專業平台，更由於全球玉山各地區會（分會）遍布在台灣、美國、

加拿大和中國大陸等地，

這也是一個跨國際科技

界華人圈的重要交流平

台。 

李紀珠期許台灣玉

山能扮演多元鏈結的角

色，對外，與全球各地

玉山區會（分會）進行

緊密連結，強化與各地

理事及會員在資訊、商

機、技術與市場的交流，壯大台灣玉山的國際人脈和人才資源，也把台灣

玉山帶向國際化；對內，台灣玉山將繼續大力推動「青年玉山」作為職場

專業青年經驗分享平台，加強「小玉山」實習計畫，培養年輕學子，並擴

增「南台灣玉山」實力，加強南、北玉山的聯繫及與當地社團的連結。(台

灣玉山科技協會第十屆理、監事名單請上網 www.mjtaiwan.org.tw) 

 

 

香港玉山 

 

 
台灣玉山理事長李紀珠 

 
台灣玉山第十屆第一次理監事會，李紀珠理事長(前排

中)與新任理監事合影。 

http://www.mj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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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 Hong Kong held their 2019 Annual Conference and MJ 

Gathering on 9/27  

香港玉山舉行 2019年會及玉山小聚 

探討"粵港澳大灣區：獨角獸及國際風投之理想聚居地" 

香港玉山科技協會  (香港玉山 ) 於

2019年9月27日下午在香港舉行了年會，

由理事長林家禮博士(Dr. George Lam)和

副理事長兼榮譽法律顧問陸志明律師

(Simon Luk)主持，審計師德勤會計師事務

所(Deloitte)合夥人周芷淇小姐(Jacqueline 

Chow)親身到場協助，連同理事會其他成

員包括洪為民教授、黃森捷拿督、鄭暐霖、

賴宗志、盧永仁博士、吳德龍、周弋邦、

黃榮志、陳鎮洪等。 

緊接當天年會是在同場舉辦的一個「玉山小聚」，讓與會的會員和友好

一起聯誼和交流，討論議題為"粵港澳大灣區(Greater Bay Area)：獨角獸及

國際風投之理想聚居地"。參加這次

「玉山小聚」的獨角獸/潛在獨角獸初

創企業，包括區塊鏈精英團隊 DTL、

金融科技跨境合作平臺"科創雲"、電

子錢包公司 TNG 及數位媒體專才隊

伍 Captcha Media 等，另外還有來自

在科技投資方面有豐富經驗的

Winston & Strawn 國際律師事務所的

律師團隊及一批有經驗的國際風投

到場支持，包括香港天使脈絡(HKBAN)、香港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Cyberport 

Macro Fund)及來自香港、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海南、上海、臺北

等地的風投和天使投資者。而最後環節是有關籌備香港創投界年度國際盛

事「數碼港創投論壇」(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的最新情況包括今

年論壇(CVCF 2019)的具體日期和地點(已定為 2019 年 11 月 5-6 日在香港數

碼港)，香港玉山一直以來都有大力支持這個論壇。 

此次在香港舉辦的「玉山小聚」

也有來自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深圳

育山)和臺灣玉山科技協會(臺灣玉山)

的代表團參與和支持。由深圳育山執

行秘書長林琦翔(Shawn Lin)帶領，成

員是來自兩岸三地多家企業和科技

投資機構的代表，包括恒泰集團海南

公司、深圳市南山雲穀產業園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名網邦孵化器管理有

限公司/深圳市名網智庫投資管理有

限公、曦華科技、聚百川投資、建福

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盈通管理顧問有限公司/鋒投控股有限公司/博浩企業

香港玉山理事長林家禮在年會中

致詞。 

 
香港玉山舉行 2019年會及玉山小聚，

各界菁英相聚，氣氛熱烈。 

 
深圳育山執行秘書長林琦翔率團參加香

港玉山年會，並與香港玉山林家禮理事

長伉儷共聚晚餐(右六、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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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問有限公司、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深港科技合作促進會/深港產學研基

地產業發展中心、深圳同創偉業資本、深圳市中科美城科技有限公司、回

來醫療集團、瀛和律師機構、星和醫美科技、雅醫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師院

口腔醫療聯盟等。當天晚上再由香港玉山理事長林家禮博士和夫人宴請深

圳育山/臺灣玉山朋友，共享潮州菜晚餐，繼續交流和探討兩岸三地/大灣

區合作共贏機遇。 

 

蘇州育山 

 

Suzhou Yushan Chairman Linsen Chen won a medal of 

celebrating the 70
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RC 

蘇州育山理事長陳林森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紀念章 

蘇州育山科技協會(蘇州育山)理事長、蘇州大

學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蘇州蘇大維格科技集團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林森，於 9 月 17 日榮獲“慶

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70 周年”紀念章。全球玉山

前理事長王伯元與陳理事長私交甚篤，除親電祝

賀外，特送花致意。 

陳林森理事長在微納柔性製造和微納光學等

工程科學方面曾作出了重要貢獻。他研製成功大

面積微納 3D 形貌光刻直寫設備、納米光場調控的

光刻設備，出口發達國家。他發明了基於 UV 納米

壓印技術的柔性微納增材製造的新方法，創造性

發明了柔性透明導電薄膜無蝕刻工藝流程，用於

高性能透明導電膜與電容觸控屏的工業化生產。

帶領團隊創建了具有國內外影響的“微納光製造平

臺”，研製成功一系列先進光子器件，攻克了多項領域重大難題。通過產學

研深度合作，成功將技術成果應用到工業、教育、消費電子、照明等民生

領域，以及國家法律安全防偽、資訊安全、電磁遮罩等軍事領域。為此，

陳林森曾多次榮獲國家科技獎勵、榮獲全國先進工作者等國家級榮譽稱

號。 

該紀念章是由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頒發，頒發對象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前參加革命工作的、健在的老戰士老同志；中華人民共和國

成立後獲得國家級表彰獎勵及以上榮譽並健在的人員；中華人民共和國成

立後因參戰榮立一等功以上獎勵並健在的軍隊人員(含退役軍人)；為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作出傑出貢獻的國際友人。 

 

南加玉山 

 

MJSC co-hosted a Taiwanese Tea Culture event on 9/29 in LA 

南加玉山共同主辦一場精彩的台灣茶文化活動 

 
蘇州育山理事長陳林森

榮獲「慶祝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 70周年」紀念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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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玉山科技協會、洛杉磯茶藝促進會及遊山茶坊洛杉磯旗艦店於 9

月 29 日在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共同舉辦茶文化活動，以「台灣茶輸美

150 年」暨「台灣茶文化」為主題。當天活動內容包括：台灣茶歷史介紹、

台灣茶文化推廣與介紹，國際標準評鑒方式品茶、茶葉、茶具欣賞，並特

別介紹台灣茶輸美 150 年歷史，內容豐富多元。 

當天活動在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翁桂堂致辭中，揭開

序幕，他讚揚主辦單位的用心把台灣文化特色「茶文化」介紹給中外人士，

值此秋高氣爽、萬物休息之際，讓一杯杯烏龍茶的香醇滑順一同甦醒大家，

更激起絲絲不斷的懷鄉之情。 

百年歷史台灣陳氏茶葉世家「遊山茶訪」洛杉磯旗艦店總經理 Ann Lee，

攜帶清香型高山烏龍茶、甜香型高山烏龍茶、濃香型高山烏龍茶、濃香型

凍頂烏龍茶以及 4 款年份不同的台灣老

茶讓大家品嘗。洛杉磯茶藝促進會會長

暨南加玉山理事毛偉文介紹「台灣茶輸

美 150 年」，讓與會來賓走入歷史隧道。 

英商怡記洋行店主愛利士於 1865 年

介紹福建李春生來到台灣，受聘於另一

位洋行老闆陶德，李春生在廈門就有做

茶葉生意的經驗，他與陶德合作，在台

北文山山區推廣種茶。這是台灣茶產業

的開端。他們先收購粗茶運往廈門精製，

而後又引進福建安溪的茶苗，並提供貸

款輔導農民栽植。在陶德保證收成後全

數收購的承議下，茶樹很快就在台灣生

根。1869 年蘇伊士運河開通，陶德與李

春生雇了兩艘大帆船運送台灣茶到紐約，獲得好評，也賺到訂單。「精選

台灣烏龍茶」(Choicest Formosa Oolong Tea) 橫空出世，台灣茶葉價格翻漲。

閩南語稱茶葉為「茶米」，意味著一斤茶的價格等於一斤米，也奠定「茶」

在台灣農業的地位。 

二小時的活動，濃郁的茶香、熱情的互動，讓來賓盡享品茗茶香之樂，

對臺灣茶藝有了更深層的認識，一段臺灣茶 150 年的回憶更提昇了精神層

次的療癒，真是一次豐富的文化饗宴！當天活動，全球玉山執行理事王潞

潞、南加玉山理事長楊賢怡，偕同理事陸恩廣夫婦、徐一飛、周天瑋，及

毛偉文共同出席。 

 

 MJSC co-sponsored a qigong lecture on 9/17 in Irvine, CA 

南加玉山共同贊助一「天柱氣功講座」活動 

南加玉山科技協會(南加玉山) 與承泉天使基金  (Legacy Fountain 

Angel)共同贊助爾灣加大綜合健康中心(UC Irvine, Susan Samueli Center for 

Integrative Medicine)心靈與大腦研究所，特於 9月 17日在南加州爾灣市的

南海岸中華文化中心舉辦講座，由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細胞生物學教授林

欣博士介紹天柱氣功，該氣功是科學研究和臨床實證過的氣功招式，藉以

有效的強健心靈大腦和身體。天柱氣功著重於脊椎的伸展彎曲、旋轉和側

彎動作，這類動作對長時間處於坐姿的人非常有益。南加玉山理事兼財務

 
南加玉山理事參加台灣茶文化活

動，右起為理事毛偉文（活動主辦

人）、理事長楊賢怡、遊山茶訪洛杉

磯總經理 Ann Lee、全球玉山執行

委員王潞潞、財務長陸恩廣、主持

人謝靜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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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陸恩廣會計師擔任這次講座的共同

召集人。這個精彩的講座吸引了 120 多

位民眾參加，大家獲益良多。 

這個古老的氣功系統是由上海中

醫藥大學上海氣功研究所編制。林欣博

士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細胞生物學

教授，同時也任教於 Susan Samueli 綜

合健康中心。他是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醫學院的生物化學專業博士，

曾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 Hopkins University) 擔任生物物理學系主任，

在那裡共同創立了「心靈與大腦研究中心」。 

他在加入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 Irvine)成為生物科學學院院長後，創

立了實驗室來從事心靈/身體信號和能量研究，運用現代技術研究氣功/太

極拳和中醫療法的益處。他曾在「國家補充醫學和綜合健康諮詢委員會」

任職，並擔任「替代和補充醫學雜誌」的編輯委員會委員。林博士還接受

了氣功和太極拳眾多頂級大師的廣泛培訓，其中包括來自中國太極拳發源

地陳家溝的陳正雷大師。他還曾在香港理工大學接受物理醫學針灸培訓，

也擔任上海中醫藥大學客座教授，並擔任由該大學上海氣功太極研究所出

版的「中華傳統經典養身術」學術顧問。自 2004年以來，林博士一直擔任

世界氣功和中醫藥大會的聯合主席。 

 

深圳育山 

 

 Shenzhen Yushan recommends many entrepreneurial teams to 

participate in the China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on 

深圳育山推薦千餘創業團隊參加中國創新創業大賽 

第八屆中國創新創業大賽港澳臺賽新材料、生物醫藥及大健康行業復

賽暨 2019 年新會區創新創業大賽復賽，於 9 月 5 日在江門新會中科創新廣

場正式拉開帷幕。來自香港、澳門、台灣的新材料、生物醫藥及大健康行

業近 50 家創業企業，齊聚江門新會。今年台灣賽區項目數也創新高，佔總

項目數 80%。深圳市育山科技協會(深圳育山)作為大賽創賽以來台灣地區

的承辦單位，即將同台比拼，角逐決賽的「入門券」。 

深圳育山過去在數屆比賽中，推

薦了千餘創業團隊/科技創新企業參

加了比賽，並幫助眾多優勝企業在大

陸落地開花。伴隨著創業創新環境的

升級，深圳育山不僅為科技企業提供

了落地大陸的諮詢與輔導，還鏈接地

方政府、證券交易所、產業龍頭、投

資機構等資源，幫助企業對接投融資

及產業合作機會，作為企業發展的事

業夥伴共同成長。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的細胞生物學教授

林欣博士示範天柱氣功。 

 
中國創新創業大賽吸引許多年輕創業

團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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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動儀式上，大賽組委會邀請深港灣區互通科技公司邱志堅總經理為

參賽企業進行了項目路演實戰培訓，從投資人、市場化的角度給出模塊化、

組合式的路演實戰建議。香港鴻創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暨執行長袁錫鴻分

享了自從參賽以來企業及項目帶來的收穫和成長，鼓勵參賽企業搶抓粵港

澳大灣區發展的戰略機遇。大賽組委會還為參賽企業進行了詳細的賽事規

則及配套政策講解，同時為參賽企業提供全方位、保姆式的創業服務，助

力企業實現快速成長及落地轉化。 

9 月 5 日下午，大賽組委會組織參賽企業走進新會龍頭企業李錦記（新

會）食品有限公司和無限極（中國）有限公司，為推進參賽項目與產業的

開展深度對接，依託江門和新會的產業資源優勢吸引港澳臺項目落地發

展。 

 

美西玉山 

 

MJ West had a happy Annual Harvest Party on 9/22 in Napa 

美西玉山舉行納帕酒鄉豐收郊遊活動 感謝贊助單位與義工 

美西玉山科技協會 

(美西玉山) 於 9月 22日在

位於加州著名酒鄉納帕

(Napa)中心的 Estate 8 私人

酒莊，舉辦年度豐收郊遊

會(Annual Harvest Party)。

這次活動邀請今年大力支

持美西玉山各樣活動的贊

助單位代表、現任理事與

歷任理事長、亞美玉山導

師計畫(Mentorship Program)的義工團隊與其他資深義工，一同慶祝葡萄豐

收的季節。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也邀請灣區與美西玉山友好的科技社團代表參

加，與會的有矽谷台美產業科技協會(TAITA)、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NATEA)、舊金山灣區華人生物科技協會 (CBA)、矽谷美華科技商會

(SVCACA)和 Ascend。這次活動費用由某位理事全額捐贈，美西玉山歡迎

更多義工加入服務的行列。郊遊會中，美西玉山前理事長林富元特別贈送

他的第一本書「成功還不夠，快樂才是至寶」給與會嘉賓，特別希望與年

輕的玉山人分享他的人生智慧。他的太太吳智慧也大方帶領來賓在美麗的

山水間翩翩起舞，運動健身，大家度過一個特別快樂的周日。 

 

MJ West Chairman David Jeng joined a API Caucus meeting 

on 9/17 and gave his commentary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關心亞太裔人士面臨的玻璃天花板挑戰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及幾位美西玉山菁英於 9月 17日參加了在桑尼

維爾市(Sunnyvale)所舉行的一個亞太島民會議。這次會議探討攔阻亞洲人

在公司升遷的「玻璃天花板」。座談人包括來自法律界、娛樂界、新聞界、

 
美西玉山舉行豐收郊遊活動，大家在納帕酒鄉的美

景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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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界的人士，從各個領域來探討玻璃天花板的迷思。其中好幾位與談人

是來自美西玉山導師計畫中的導師，如 Buck Gee、Denise Peck 等位。美西

玉山理事長鄭詠升(David Jeng)在會中問答

時間發言，談到了玉山科技協會的悠久歷

史以及其建立社區的努力。美西玉山正透

過技術交流、演講系列、特殊論壇和導師

指導計劃，繼續支持協助矽谷內的亞洲社

區。鄭詠升理事長並指出，矽谷內的許多

亞洲組織必須團結起來，共同支持由 API

核心小組支持的倡議。美西玉山前任理事

長曲鎮宇也就這個問題在會中接受 KTSF

電視台的採訪。該會議由 Asian Pacific 

Islander Caucus (API Caucus)所主辦，API 核心小組-是一個參議院小組委員

會，由參議員和國會議員組成，專注於亞太島民事務。 

 

MJ West Chairman David Jeng Congratulated Dr. Limin Hu 

as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of SVCACA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恭喜胡立民當選矽谷美華科技商會會長 

矽谷美華科技商會(SVCACA)於

9 月 14 日下午 1 時到 5 時在聯合市

Crowne Plaza舉辦今年的科技年會，

當日下午為講座與論壇，以科技趨勢

為主，針對自動駕駛車、5G 及數位

移動 (Digital Mobility) 等三大主題，

分析將來的趨勢，內容非常精彩。當

天晚上另有晚宴，賓客雲集，座無虛

席，並舉行新舊會長交接，由 Ellie 

May 的共同創辦人胡立民博士接任

會長，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馬

鍾麟監交。胡立民是剛卸任的前美西

玉山理事長。現任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及多位理事及會員特前往參加盛

會並致賀。 

 

Dr. Gary Wang, CEO of TAcc+, met MJ West Chairman David 

Jeng and several other tech group leaders in Silicon Valley 

台灣 TAcc+執行長王崇智博士拜訪矽谷美西玉山等科技社團 

Taiwan Accelerator Plus(TAcc+)的創辦人暨執行長─台大教授王崇智博

士 (Dr. Gary Wang)於 8 月下旬率團訪問矽谷，拜訪駐舊金山台北經濟文化

辦事處科技組、經濟組、工研院北美公司等單位，希望推介他們的育成加

速專案計畫及能為他們台灣的新創公司尋找海外合作的機會。 

 
矽谷美華科技商會新會長胡立民(右五)

與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馬鍾麟

(右六)等位合影。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在 API會

議中發表對於社區發展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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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崇智於 8月 27日與美西玉山理

事長鄭詠升、北美台灣工程師協會、

矽谷台美產業科技協會、華美半導體

協會、美洲中國工程師協會舊金山分

會的幾位負責人會面，大家都腦力激

盪，熱心討論，看如何協助 TAcc+及

提供資源，協助台灣新創公司。王崇

智原為矽谷 3Com 總裁，也是美西玉

山及全球玉山理事長，近年回台在台

灣大學任教，並推動 TAcc+。 

TAcc+緣起於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先進產業策略性落實計畫」，致力為台灣打造最新型的國際級加速器，目

前有新創團隊四十多家，業師除王崇智執行長外，還有矽谷橡子園顧問有

限公司董事長陳五福、亞洲‧矽谷計劃執行中心技術長兼投資長吳聰慶、橡

子園顧問有限公司共同創辦人王大成、台杉投資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

翁嘉盛、活水社投董事長鄭志凱、橡子園創投台灣合夥人瞿志豪、華揚創

投集團董事長王韋中等位。 

 

亞美玉山 

 

MJAA had 3 Mentorship Program Open Houses in August 

亞美玉山於八月舉行了三場導師計畫的諮詢開放日 

美西玉山轄下的亞美玉山 (MJAA) 2019-2020 導師計劃於八月份舉辦

了三個諮詢開放日(Open Houses)，分別是 8 月 3 日在聖荷西(San Jose)、8

月 23 日在東帕洛阿圖(Palo Alto)、8 月 30 日在聖塔克拉拉(Santa Clara)。

自 2019 年 5 月以來，MJAA 一共舉辦了

八個諮詢開放日，已經接觸了大約 125

名金山灣區的專業人才。其中有許多人

在職場上都是個人貢獻者，他們希望通

過亞美玉山導師計劃的輔導，將自己的

職業發展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更令人

驚訝的是今年的亞美玉山導師計劃吸引

了很多美籍華人初創公司的創始人或聯

合創始人的興趣。其中 9% 被錄取的學

員已是創業公司創始人或聯合創始人。

此外，許多來自不同行業背景的專業人

才都對亞美玉山導師計劃有非常積極的回應。工作人員非常高興看到亞美

玉山導師計劃留給一群多元化專業人士的社會影響力。2019-2020 亞美玉

山導師計劃共有 11 名資深導師，將錄取 55 名學員，導師計劃預定於 2019

年 10 月開始。” 

 

華府玉山 

 

 
王崇智執行長(右三)拜訪矽谷科技社

團，介紹 TAcc+。左四為美西玉山理事

長鄭詠升。 

 
亞美玉山導師計畫八月份舉行了三

場諮詢開放日，吸引矽谷多位專業

人才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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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JDC had the 2
nd

 part discussion on Startups on 9/19 

華府玉山順利舉行創業系列第二講活動 

華府玉山已於 9 月

19 日(星期四)傍晚六時

起 ， 在 Arlingt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enter 舉行創業系列第

二 講 (Entrepreneur 

Series – Part 2)活動，由

加速器計畫 sparkslab 的
Managing Director Brian 

Park 主持，講員包括有華府玉山理事長蕭一白(Terry Hsiao)、理事戴明義(Ed 

Tay)、理事劉通(Tony Lau)等三位，就“我真的適合創業嗎？”(Starts? Is this 

really for me?)這個題目進行討論。當天有廿多人參加，三位講員除了分享

寶貴經驗並提供對想創業或正在創業的同學一些具體的建議，現場的同學

也踴躍提問。這個創業論壇一共有三堂講座，第一講已於 6 月 27 日舉行，

這次 9 月 19 日是第二講。第三講預計將於 12 月初舉行。 

 

台灣青年玉山 

 

Taiwan Mobile President Jamie Lin talked to YPMJ on 9/10 

台灣大哥大總經理林之晨與青年玉山會員聚談 

台灣青年玉山(YPMJ)於 9 月 10 日舉行

MYP(Meet the Young Power)的聚會，邀請今

年 4月才新科上任台灣大哥大總經理也是台

灣玉山監事林之晨蒞臨。MYP 聚會一般先

由會員的自我介紹開始，藉由座談形式讓青

年玉山的會員及台灣玉山的理監事們可以

真正認識彼此，讓青年玉山成員們創造向上

連結的機會！ 

林之晨總經理分享談到他現在 41 歲，假

設人生從 20 歲工作到 60 歲，40 歲就是人生

的折返點，在這個折返點上，回頭看看，他

前面 20 年做對了什麼事，讓他在 41 歲的年

紀就當上台灣三大電信的總經理： 

一、及早創業：林之晨大三就開始創業，深刻的體認到創業是沒有退

路的，公司需要什麼，就要弄懂什麼，非常快速的累積經驗，他說「創業

就是精神的時光屋」，創業的一天彷彿地上過了十年，在非常短的時間內強

迫自己成長！ 

二、每天堅持寫作：寫作是與自己對話的過程，藉著寫作可以整理自

己的思緒，發現自己沒發現的地方，進而開始成長，而每天堅持的過程更

是強迫自己多學習，多學習才讓寫出來的文章言之有物，是對讀者的一種

負責任的態度！ 

 
青年玉山總幹事陳播暉贈送紀

念品給林之晨總經理(左)。 

 
華府玉山創業系列第二講活動，全體與會人士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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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營 Appworks 社群：

這社群當中都是創業者，與其

說是創業者集合的社群，不如

說是學習者集合的社群，讓其

他人提問的同時也是刺激自己

思考。林之晨說到「從自己的

錯誤中學習是聰明、從他人的

錯誤中學習是智慧」，在社群中

遇到眾多別人的問題與錯誤，

讓他立即累積出大量的人生智慧！ 

這三點的分享之後，青年玉山的會員立即展開熱烈的討論，產生的火

花非常精彩，林監事跟青玉會員打成一片！最後林之晨提到，把自己放到

對的環境，找到自己真心想要做的事，如此一來，許多的問題都不再是問

題，知道為何、承受任何，或說找到生而為人的天命，連承受都不再是承

受，而是享受了！ 

 

美東南玉山 

 

MJSE had a Monte Jade gathering on 9/1 

美東南玉山邀請尹立伯與李玄亮在玉山小聚演講 

美東南玉山科技協會(美東南玉山)於 9 月 1 日勞工節長周末，在理事長

曹力達家中，舉行玉山小聚，進行午餐交流，餐後並安排兩場精彩的演講。

該活動邀請玉山理事、顧問、玉山會員，並邀請正在喬治亞理工學院訪問

的台大教授盧信銘、喬治亞理工學院台灣留學生，共約四十人參加。 

第一埸演講的主講者是尹立伯博士。尹立伯在幾年前因緣際會回到台

灣工作，在晨星半導體負責手機晶片的開發，在公司被併購後，成立創投

公司。他分享影響力投資事業(impact investing)的觀念，從兩件影響他最深

的經驗開始，他偶然機會聽到 2006 年諾貝爾和平奬得主穆罕默德·尤納斯

(Muhammad Yunus)將開設孟加拉鄉村銀行(Grameen)，將提供微額貸款給

窮人，即後來泛稱的窮人銀行的理念，他聽到$27 美元所購買織布的材料，

就可以救活一整個村莊的生計，非常震撼。 

尹立伯在會中播放三段影片，講

述協助養雞埸建立太陽能系統、八

三風災小林村滅村及重建，以及台

東「孩子的書屋」創始人陳俊朗(陳

爸)的故事。陳俊朗帶領偏鄉弱勢孩

童，親手一磚一瓦建立起來的土磚

瓦書屋，讓缺乏照顧的孩童，下課

能有地方飽食一頓，學習生活技能，

遠離幫派。尹立伯成為書屋的後援

會，協助實務運作，他並傳達因為

陳爸在 7 月 4 日驟逝，書屋無首，

他將發起個人募款的訊息。 

 
青年玉山會員與林之晨總經理(前排中)合影。 

 
來賓聚會在曹力達理事長家中，前排前排

右起為理事長曹力達、講員李玄亮、講員

尹立伯、台大教授盧信銘。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9%86%E7%BD%95%E9%BB%98%E5%BE%B7%C2%B7%E5%B0%A4%E7%B4%8D%E6%96%AF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A9%86%E7%BD%95%E9%BB%98%E5%BE%B7%C2%B7%E5%B0%A4%E7%B4%8D%E6%96%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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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場演講主講者是 GSI 公司副總裁李玄亮，他談到他們公司正在開

發的晶片，應用在 in-memory computing，對於未來 AI 世界面臨的龐大資

料處理，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大量的資訊，以滿足客戶的需求。他並

分析目前市場上的競爭，及面臨的挑戰。 

 

 

 

各區會 2019 年 10 月及未來活動預告 (Upcoming 

Events) 
 

MJ Taiwan will hold 2019 Annual Conference on 10/3 

台灣玉山將舉行 2019年會員大會 

李紀珠理事長主持座談 “全球科技戰 台灣的挑戰及布局” 

精彩講員陣容：張善政、龔明鑫、童子賢、吳敏求 

台灣玉山科技協會將於 10 月 3 日(星期四)晚，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

心二樓會議廳隆重舉行 2019 會員大會，也是第十八屆年會。正值美中貿

易戰如火如荼進行，國際局勢風雲變幻，台灣介於美、中兩強拉鋸之間，

將如何面對挑戰及布局呢？台灣玉山李紀珠理事長特別邀請了前行政院長

張善政、行政院政務委員龔明鑫、和碩聯合科技董事長童子賢、旺宏電子

董事長吳敏求等幾位深具前瞻眼光及影響力的政界及產業界領袖，共同舉

行專題座談，探討“全球科技戰 台灣的挑戰及布局”。這場年度盛會預計

將吸引近五百人參加。 

年會當晚六時起有來賓及會員的報到及交流。六時半大會正式開始，

由李紀珠理事長致詞歡迎會員、各界來賓及來自全球玉山的朋友們。台灣

玉山第十屆理監事選舉剛於九月進行完竣，選出來自科技、金融、創投、

法律、會計等多元領域的 27 位新理事及 9 位監事，李紀珠理事長將於會中

介紹新一屆理監事與大家見面，並將於會中進行會務報告及議案討論，預

計將由會員通過三項議案，包括 107 年度歲入歲出收支決算、108 年度工

作計畫、108 年度歲入歲出預算等。歡迎全球玉山的朋友參加，報名請電

Gary (02)2738-7415x24，gary@mjtaiwan.org.tw。 

 

MJ Taiwan and KPMG will co-organized a 5G Forum on 10/3 

台灣玉山與 KPMG將於 10月 3日下午舉行論壇探討 5G科技 

2019 年為 5G 元年，台灣也將在明年進入 5G 商業化時代，全球產業鏈

將展開變革，企業無不積極擘劃 5G 時代的新格局。面對即將來臨的新時

代，台灣玉山科技協會與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將於 10 月 3 日(星期

四)下午，在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 101 廳聯合舉行一場科技論壇，以 5G 

為主軸，探討企業面臨的數位轉型挑戰與風險探討，主題是“5G 時代下的

企業轉型、創新與風險”。 

當天下午將由台灣玉山李紀珠理事長及KPMG安侯建業于紀隆主席共

同開幕致詞後，由專家們進行一連串精彩的演講，包括 KPMG 安侯企業

管理(股)公司董事謝昀澤演講“從全球科技菁英觀點看企業數位趨勢”、

mailto:gary@mjtaiw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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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副總經理賴偉晏演講“5G 時代企業轉型關鍵

成功要素”、DIGITIMES 總經理暨電子時報社長黃欽勇演講“向過去說再

見–事業模式的創新與突破”。接著並將舉行一場座談交流，主持人是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董事劉彥伯，與談人包括永豐金融控股公司董事葉

奇鑫(TBC)、KPMG 安侯企業管理(股)公司董事謝昀澤、KPMG 安侯企業

管理(股)公司副總經理賴偉晏。 

 

Shenzhen Yushan will organize an investment and product 

launch activity in San Francisco 

深圳育山將於 10月初在舊金山承辦投資與產品發佈會 

全球創新創業盛會 Tech Crunch Disrupt SF 2019 將於 10 月 2 日至 4 日

在舊金山 Moscone North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深圳育山將率領台灣七

個新創團隊前往參展，並於大會期間舉行一場台灣企業投資媒合會。這些

來自林口新創園的優秀團隊，包括：明日逸品、英霸聲學、生德奈生物科

技、美商綠銅、瑞準科技、柯迪、Amtiss 等。 

Tech Crunch Disrupt SF 2019 盛會由聚焦資訊科技公司的報導媒體

TechCrunch 所主辦。TechCrunch 主要關注從早期到行業巨頭的高科技企業，

從創業公司到納斯達克所包含的頂尖企業都有涉及。舊金山創業生態系統

因串連了知識（產學研社會資源）、資本（投資人、創投公司、銀行的資

金）、創業企業與服務體系（如會計師、法律及管理顧問）等專業諮詢機

構，透過新一代媒體網路，讓創業創新活動在矽谷蓬勃發展。本次活動後，

七個團隊還將拜訪美國科技創業公司及創業加速器，交流扶植創業團隊與

公司經驗，並探討最新科技創新產業發展趨勢。 

 

 Shenzhen Yushan will have a forum to discuss the IC industry 

on 10/18 

深圳育山將舉辦論壇 探討“借鑒臺灣經驗、發展坪山芯區戰略

高地” 

隨著 5G、人工智慧、物聯網、無人駕駛等新興科技快速發展，IC 產業

呈現更新一輪創新活力。坪山區是深圳最年輕的行政區之一，目前正以國

際一流標準，規劃建設坪山高新區，同時更強化推進坪山區為 IC戰略高地。

深圳育山協助彙集海峽兩岸以及全球晶片高新專家人才與技術，助力坪山

芯區建構第三代半導體新興產業集聚，推動建設積體電路專業產業園，搶

佔全國 IC 產業領頭地位，將於 10 月 18 日(星期五)下午 1:30 至 5:00，在深

圳市坪山區坪山大道2007號創新廣場裙樓三樓多媒體會議中心1號會議室

舉行系列講座第一場，主題是“借鑒臺灣經驗、發展坪山芯區戰略高地”，

邀請到鐘傑資訊科技(Terminating.ai)創辦人徐紹鐘博士、芬蘭派科森納米

技術公司(Pikosun)中國區總經理葉國光博士擔任講員。歡迎晶片半導體產

業相關企業、機構或協會代表參加。 

 

MJSC will jointly hold a speech event to commemorate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Battle of Guningtou on 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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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玉山將共同舉辦紀念古寧頭戰役七十周年演講會 

南加玉山科技協會協同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南加分會、榮光會及洛

省中華會館、南加復興崗校友會，將於 10 月 26 日在洛杉磯華僑文教中心

共同舉辦「南加州僑界紀念古寧頭戰役勝利七十週年演講會」。由吳興鏞

醫師及專家學者擔任主講人，大家共同回憶中華民國政府遷台後第一次國

共交戰，國軍取得勝利，確保了台灣及澎湖金馬的安全，也開啟國共長逹

數十年對峙的局面，希望大家瞭解歷史，同時深思戰爭的殘酷及代價，期

望和平健康、安居樂業是普世價值。 

 

MJSE will have their 2019 Annual Conference on 11/2 

美東南玉山將於 11月 2日舉行 2019年會 

美東南玉山將於 11 月 2 日(星期六)在 Hilton Atlanta Northeast 舉行

2019 年年會，這個年度盛會將於當天下午 1:00-4:00 舉行研討會，探討「人

工智慧」，晚上 6:00 晚宴。下午人工智慧研討會請到自駕車研究人員劉冠

宏(William Liu)、GSI 工程副總裁李玄亮(Leon Lee)等位演講，並由前理事

長錢平忠主持討論。晚宴將有自助百匯餐，並請到喬治亞理工大學的張繼

昆 教 授 (Gee-Kung Chang) 演 講 “Venturing into 6G Mobile Data 

Communications”，當晚並有由大學生參與的「玉山創意競賽」及由高中生

參與的「玉山青年獎」頒獎典禮，並由青年獎得主才藝表演。 

 

MJSC will have an AI Forum on 11/2 

南加玉山將於 11月 2日舉行論壇探討人工智慧 

南加玉山科技協會將於 11月 2日在Alhambra 市的Almansor Court 舉

辦「南加玉山論壇」，由副理事長俞寧寧及理事劉登凱博士擔任共同召集

人，目前正在積極籌劃中。本次論壇的主題是“人工智慧(AI)的大趨勢與應

用以及創業機會”，各場次演講專家學者的演講題目以及下午研討會的主持

人和與談人均已在連繫邀請中。 

 

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 will be held from 11/5-11/6 

2019香港數碼港創投論壇將於 11月 5日至 6日舉行 

香港創投界年度國際盛事「數碼港創投論壇」(Cyberport Venture Capital 

Forum)將於 2019 年 11 月 5-6 日舉行，香港玉山一直以來都大力支持該論

壇。 

 

AVCJ Taiwan will be held a forum in Taipei on 12/4 

AVCJ 台灣論壇將於 12月 4日在台北遠東大飯店舉行 

AVCJ 私募股權與創業投資論壇將於 12 月 4 日在臺北市香格里拉遠東

大飯店盛大舉行台灣論壇，預計有三百位私募股權投資者、機構投資者、

監管部門人員以及企業高管參加。今年大會的主要內容包括：再度發現台

灣私募市場潛力、私募股權：驅動台灣中間市場的發展、數位化醫療保健

行業蘊含的機會、台灣再生能源投資、有限合夥人對 2020 年及後續另類投

資市場之展望。三種註冊方式：網上註冊、送電子郵件至 book@avc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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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致電給陳秋萍+852-2158-9655。欲瞭解更多，請聯繫麥德龍 

sponsorship@avcj.com 或致電：+852-2158-9639。 

 

 

 全球玉山理事會(Global MJ Board) 

 

￭全球玉山理事會(Global MJ Board) 

全球玉山榮譽理事長：劉兆玄(Chao-Shiuan Liu) 

全球玉山理事長：陳鈞亞(C. Y. Chen) 

全球玉山副理事長：李紀珠(Catherine Lee)、康麗雪(Lisa Kang) 

全球玉山執行委員：陳鈞亞、李紀珠、康麗雪、王伯元、王潞潞、胡立民、

戴念華 

全球玉山顧問： 徐大麟(Ta-Lin Hsu)、曾憲章(Carter Tseng)、吳國增(Owen Wu)、       

鍾靜嫻(Lilly Chung)、楊正秋(Teresa Yang) 

玉山法務顧問：章均寧(Emil Chang)、羅千里(Charles Law) 

全球玉山秘書長：王韶華(Sean Wang) 

美西玉山理事長：鄭詠升(David Jeng) 

南加玉山理事長：楊賢怡(Robert Yang) 

新英格蘭玉山理事長：陳立洋(Leon Chen) 

大華府玉山理事長：蕭一白(Terry Hsiao) 

美東南玉山理事長：曹力達(Lih-Dar Tsaur) 

加拿大玉山理事長： 

台灣玉山理事長：李紀珠(Catherine Lee) 

香港玉山理事長：林家禮(Lee George Lam) 

美東玉山理事長：葉振忠(William Yeh) 

大西洋玉山理事長：何伯容(Andrew Ho) 

俄亥俄玉山理事長：景種(Jung Jing) 

四川玉山籌備會理事長：劉盛綱(Shenggang Liu) 

玉山聯盟協會(Alliance)：深圳育山理事長李東生(Tomson Li) 

玉山聯盟協會(Alliance)：蘇州育山理事長陳林森(Linsen Chen) 

 

￭各區會網站(Global MJ Chapters′ websites) 

全球玉山(Monte Jade Global) www.mjglobal.org 

美西玉山(Monte Jade West Coast) www.montejade.org 

南加玉山(Monte Jade Southern California) www.scmj.org 

新英格蘭玉山(Monte Jade New England) www.mj-ne.org 

大華府玉山(Monte Jade Greater Washington) www.montejadedc.org 

美東南玉山(Monte Jade Southeastern) www.montejadese.org 

加拿大玉山(Monte Jade Canada) www.mjcanada.com 

台灣玉山(Monte Jade Taiwan) www.mjtaiwan.org.tw 

香港玉山(Monte Jade Hong Kong) www.montejadehongkong.com 

美東玉山(Monte Jade East Coast) 

大西洋玉山(Monte Jade Mid Atlantic) 

http://www.mjglobal.org/
http://www.montejade.org/
http://www.scmj.org/
file:///C:/User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INetCache/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Content.Outlook/全球玉山電子報vol_20/全球玉山電子報vol_18/www.mj-ne.org
http://www.montejadedc.org/
http://www.montejadese.org/
http://www.mjcanada.com/
http://www.mjtaiwan.org.tw/
http://www.montejadehongk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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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亥俄玉山(Monte Jade Ohio) 

四川玉山籌備會(Monte Jade Sichuan) 

玉山聯盟協會：深圳育山(Shenzhen Yushan) www.mjshenzhen.org 

玉山聯盟協會：蘇州育山(Suzhou Yushan) 

台灣青年玉山臉書 www.facebook.com/YPMJTAIWAN 

台灣小玉山臉書 www.facebook.com/YMJxC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全球玉山電子報編輯群 (Global MJ eNewsletter Editorial Group) 

朱麗芝(Judy Chu)、林美綿(Vivian Lin)、劉子毅(Gary Liu) 

聯絡：Tel: +886-2-2738-7415、Fax: +886-2-2738-6146 

Email: services@mjtaiwan.org.tw 

台灣玉山網 www.mjtaiwan.org.tw 

台灣玉山部落格 http://blog.cnyes.com/My/JMTaiwan3952/article 

台灣玉山臉書  https://bit.ly/2mNOMR7 

 

 

http://www.facebook.com/YMJxCTY
http://www.mjtaiwan.org.tw/
http://blog.cnyes.com/My/JMTaiwan3952/article
https://bit.ly/2mNOMR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