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動報名資訊》 
 

一、 活動資訊： 

（一） 臺中場 

1. 時間：2018 年 11 月 5 日(週一)  上午 10 點 

2. 地點：長榮桂冠酒店地下 2 樓長榮廳 

3. 議程： 
 

10:00 – 10:10 開幕致詞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紀維德 

荷蘭阿梅爾市市長 維溫德  

台中市長 林佳龍 

10:10 – 10:25 專題演講 台中市政府 經濟發展局局長  呂曜志 

10:25 – 10:40 專題演講 台糖公司董事長 黃育徵 

10:40 – 10:50 專題演講 循環經濟熱點大使/三角洲發展顧問公司資深顧問  

Mr. Olaf Blaauw 

10:50 – 11:00 茶敘  

11:00 – 11:30 綠色金融支援循環經濟

循環營建業的最佳案例 

荷蘭商安智銀行永續金融及循環經濟主管  

Joost van Dun 

11:30 – 11:40 綠色金融於循環營建業

的應用 

循環經濟熱點大使/三角洲發展顧問公司資深顧問  

Mr. Olaf Blaauw 

 
11:40 – 11:50 Q&A  

13:30 – 13:50 循環建築及施工： 

每個建築都是材料倉庫 

Madaster  董事 Pablo van den Bosch 

13:50 – 14:10 整合式跨產業科技於營

建業的運用 

PACE B.V.  執行長 Marianna Sarkissova 

14:10 – 15:00 座談:  循環經濟中的 

新材料及商業模式 

主持人：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紀維德 

與談人： 

DSM-Niaga  執行長 Kelly Hall 

Signify 昕諾飛公共與政府事務負責人 Harry 

Verhaar 

阿梅爾市循環經濟 專案經理 Henk Meijer 

  阿梅爾市循環經濟 專案經理 Henk Meijer 

 

 

15:00 – 15:20 茶敘  

 15:20 – 17:00 商機媒合會  



（二） 臺北場 -  循環城市工作坊 

1. 時間：2018 年 11 月 6 日(週二)  下午 13 點 30 分 

2. 地點：台北遠東香格里拉酒店地下 1 樓怡東園 

3. 議程： 
 

13:30 – 13:50 開幕致詞 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紀維德 

荷蘭阿梅爾市市長 維溫德 

台北市副市長 林欽榮 

13:50 – 14:15 綠色金融支援循環經濟 

循環營建業的最佳案例 

荷蘭商安智銀行永續金融及循環經濟主管 

Joost van Dun 

14:15 – 14:25 綠色金融於循環營建業的

應用 

循環經濟熱點大使/三角洲發展顧問公司資深顧問 

Mr. Olaf Blaauw 

14:25 – 15:05 循環建築及施工： 

每個建築都是材料倉庫 

Madaster  董事 Pablo van den Bosch 

 整合式跨產業科技於 

營建業的運用 

PACE B.V.  執行長 Marianna Sarkissova 

15:05 – 15:15 茶敘  

15:15 – 16:00 座談：循環經濟中的 

新材料及商業模式 

主持人：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代表 紀維德 

與談人： 

DSM-Niaga  執行長 Kelly Hall 

台灣昕諾飛公司總經理暨全球副總裁 余泳濤 

昕諾飛公司總經理 余永濤 
 

16:00 – 16:10 

 

茶敘 
阿梅爾市循環經濟 專案經理 Henk Meijer 

 
16:10 – 17:25 商機媒合會  

 
 
 
 
 
 
 
 
 
 
 
 
 
 
 
 
 
 
 



二、 邀請對象： 

（一） 營建產業：營建商、土地開發商、環境工程顧問公司、綠建築建材及設備廠 

商、建築師等。 

（二） 畜牧產業：畜牧廠商、畜牧廢棄物設備廠商、堆肥業者等。 

（三） 金融業:銀行、保險、投資、金融顧問相關業者。 

三、 主辦單位：荷蘭貿易暨投資辦事處 

四、 聯絡資訊：古曼玲小姐，手機 0966-558-028 或電子郵件

ce2018@ntio.org.tw。  

五、 活動方式： 

（一） 本活動採一對一洽談模式，每組洽談約 20 分鐘，媒合內容與合作模式由雙 

方業者當天自行交流。 

（二） 本活動全程免費，為妥善安排商機洽談並配合各公司行程，敬請參加廠商事 

先填寫「2018 年台灣-荷蘭循環經濟商機媒合會-廠商報名表」或網路報名

(報名連結 )，並勾選欲參加的場次與欲媒合之業者。 

https://goo.gl/forms/CbyWtzRCmxXNhF5O2
https://goo.gl/forms/CbyWtzRCmxXNhF5O2


參與企業名單 
 

 公司名稱 領域 媒合項目 

1 荷蘭商安智銀行 

ING Bank 

導向循環與永續之融資 

和金融服務 

藉由專業的財務融資規劃，利用符合 有利

於綠色永續目標的評估標準，協 

助客戶導向對環境、社會友善的商業 模

式。 

2 昕諾飛公司 Signify 

(前名：荷蘭飛利浦

照明) 

智慧照明服務 「以租代買」、「賣光不賣燈」的循環商 業模

式，客戶只需要購買燈光服務，就 能享受節

能、有效管理的照明系統。 

3 DSM-Niaga 

(荷蘭帝斯曼 DSM 

集團) 

Niaga 地毯 全世界第一塊可以回收的地毯，採用 單一

化材料、使用可分離的黏合劑。 

4 PACE Business 

Partners 

材料與設備顧問 擁有全球跨領域網絡，協助客戶制定 市場、

產品與技術發展藍圖，找尋所需 新材料與設

備，且可協助取得授權與 

收購智慧財產權。 

5 Madaster 建材履歷線上平台 建立建材護照系統，紀錄質地、位置、 數量

等資訊，以利在建築物的生命週 

期中或是結束時，進行修復與回收再 利

用，讓原物料持續創造經濟價值。 

6 MVRDV 都市景觀與建築設計 在設計與建築中，融入環境、能源、法 規及

客戶意願等因素，建立最佳可持 

續發展性的建物方案。 

7 70F Architecture 都市景觀與建築設計 永續建築: 利用循環經濟的設計原則 進行

建築和都市地景的規劃與營造 

8 Circular Values 高壓滲透糞肥分離設備 利用專利設備，自動物糞便分離有機 物質

與水分，萃取營養物質，製作有機  肥料顆

粒，用於土壤改良劑和礦物肥 

料，提升畜牧業殘留物之價值、創造生 物質

循環利用、減低碳排放。 

9 AWECT 

(Amsterdam 

Waste 

Environmental 

Consultancy & 

Technology 

company) 

高效率廢棄物質轉能源 

科技應用 

提供除了掩埋以外的廢棄物解決方 

案，透過先進廢棄物質轉換技術，提 供更

高效率的電能; 同樣數量的廢渣 跟其他技術

相比可產生更多的能源， 過程減少更多碳

排放，其服務包括技 術規劃、諮詢與整合

和移轉。 

10 KplusV 創投金融融資服務 鼓勵符合發展綠色永續精神與循環經濟理

念之新創企業相關融資與商業模式諮詢服

務 



 

2018 年台灣荷蘭循環經濟商機媒合會 

廠商報名表 Registration Form 

(請以中英文填寫此表) 

公司名稱 
 

Company Name 

(中文) 

(英文) 

公司網頁 Website  

公司地址 Address  

主要營業項目 

Description of 

key services/ 

techniques/ 
 

products 

(中文) 

(英文) 

欲參加場次、廠商 

Interested date 

and 

matchmaking 

compani

es 

  臺中場 （11 月 5 日）   臺北場 （11 月 6 日） 

  荷蘭商安智銀行  PACE Business Partners 

  昕諾飛公司  Madaster 

  DSM-Niaga  MVRDV 

 Circular Values  70F Architecture 

 AWECT  KplusV 

出席者 

Attendee  姓名 Name 部門&職稱 Title 電話 Phone 電子郵件 E-mail 

1     

2     

3     

其他需求或建議 Inquiry or Advice 

 

備註一：本人同意以上資料作為本活動報名及會後聯繫之用途。 

備註二：為妥善安排活動，敬請填寫此表後 e-mail 至 ce2018@ntio.org.tw 或傳真至 02-2720 5005，謝謝。 

mailto:ce2018@ntio.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