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第 22 屆 AABI 亞洲育成協會年會暨研討會
活動簡章資訊
壹、年會介紹
2001 年 5 月亞洲地區日本、韓國、大陸、印度、新加坡及台灣的育成中心
代表出席在加州聖荷西舉行的美國育成協會(NBIA)年會時，認為亞洲地區的育
成中心有必要組織起來，相互交流與分享資訊，遂發起組織亞洲育成協會。經
籌備後，於次年 NBIA 在加拿大多倫多舉行 2002 年年會時，正式成立亞洲育成
協會(Asian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Incubation)，並推舉日本新事業育成
協會(Japan Association of New Business Organization) Dr. Horiba 為首
任會長，韓國育成協會 Dr. Kim Hong 為副會長。2002 年 11 月部分會員代表聚
會於日本神戶，討論會務推動工作，並簽署合作聲明。自 2003 年起，每年上、
下半年各召開一次常務會議(General Assembly)，上半年會議與美國育成協會
年會同步進行，下半年會議則在亞洲地區召開，而從 2007 年起則皆在亞太地區
舉辦上下半年會議。
AABI 現有會員國家與地區單位共有 17 個，涵括來自北京(中國)、上海(中國)、
香港(中國)、台灣、日本、韓國、印度、哈薩克、吉爾吉斯坦、巴基斯坦、烏茲
別克斯坦、新加坡、馬來西亞、菲律賓、澳洲、紐西蘭與越南等國家/區域會員
體。
同時，AABI 積極推動亞洲地區育成活動，國際育成研討會，頒發年度最佳
育成中心獎項，評選標準針對管理團隊、服務範圍、育成廠商現況、培育成果、
財務狀況及成功案例等 6 大項目進行評比，選出 1 名傑出育成中心。
台灣過去積極參與 AABI 的活動與合作均有亮眼的成績。2012 年時任中華創
業育成協會理事長袁建中教授獲選為 AABI 會長；2015 年交大產業加速器主任也
是中華創業育成協會理事長黃經堯教授獲選為 AABI 副會長，並將於 2018 年接
任 AABI 會長。

貳、年會活動規劃
ㄧ、出訪時間：2016 年 9 月 22 日~ 2016 年 9 月 27 日
二、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三、承辦單位：中華創業育成協會、中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四、大會活動：2016 年 9 月 22 日~ 2016 年 9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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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會地點：中國上海東郊賓館
六、大會主辦：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
亞洲育成協會 AABI (Asian Association of Business Incubation)
七、會議議程：(暫定)
第一日 09.22 晚上 AABI 年會預備會
第二日 09.23 上午 國際孵化器培訓班（IBI）交流會
下午 AABI 年會
第三日 09.24 上午 參加浦江論壇*開幕式及全體大會
下午 浦江論壇*創業者論壇（含 AABI 頒獎典禮及創業大賽頒獎）
第四日 09.25 上午 參加浦江論壇*“一帶一路”專題研討會
下午 參訪上海孵化器與眾創空間(待定)
第五日 09.26 全天 參訪上海孵化器與眾創空間 (待定)
議程內容(暫定)
日期

內容

地點

全天外賓接機及會議註冊
第一日 0922

18:00-19:30

歡迎晚宴

20:00-21:00

AABI 年會預備會議

——通報年會待討論事項、初步達成統一意見

（待定）

——重點討論獎項事宜並形成決議
09:00-11:30 參加國際孵化器培訓班（IBI）交流會
主題：“一帶一路”為亞洲創新創業帶來的機遇與挑戰
具體議題：
1. 一帶一路背景下，科技中小企業的機遇與挑戰；
2. 孵化協同網路在一帶一路戰略中的作用；

（待定）

3. 借一帶一路之東風促進共同孵化網路的發展；
第二日 0923

4. 創業者、園區、服務仲介、政府決策者的新舞臺。
11:30-13:00

工作午餐及午間交流

13:00-17:00

AABI 年會

——AABI 主席開場發言
——2016 年 AABI 財政報告

（待定）

——2016 年 AABI 評選獎項通報
——AABI 其他相關事宜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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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BI 副主席會議結束語
——會議結束/合影

09:00-11:30

浦江論壇*開幕式及全體大會

AABI 成員單位參加
13:00-17:00

東郊賓館

浦江論壇*創業者論壇（含頒獎典禮）及企

業對接
大會主題：創*未來
第三日 0924

嘉賓演講核心主題：“跨境孵化協作及綠色發展使命”
具體議題可能涉及：
1.技術、資本、人才-共用經濟模式下的跨境孵化新機遇；

東郊賓館

2.跨境孵化協作的模式創新及案例分享；
3.綠色發展，亞洲經濟騰飛的必經之路；
4.科技企業對綠色發展的再思考；
5.政府決策對綠色雙創的引導與支撐等
09:00-11:30

浦江論壇*“一帶一路”專題研討會

主題：建設“一帶一路”創新共同體
具體議題：
第四日 0925

1〃科技創新政策；

東郊賓館

2〃技術轉移與創新合作；
3〃科技園區合作
11:30-13:00

工作午餐及午間交流

參訪上海孵化器與眾創空間 (待定)

（待定）

第五日 0926

參訪上海孵化器與眾創空間 (待定)

（待定）

第六日 0927

搭機返台

3

浦江論壇之創業者論壇
主標題：創〃未來（創新、創造、創業成就未來）
副標題：亞洲創新創業合作論壇暨 2016 創業在上海創新創業大賽頒獎典禮
當今世界正處在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科學技術迅猛發展，正在
引發深刻的社會生產方式變革。攜手全球創新力量，聚焦創新驅動戰略，關注
企業技術創新，以全球視野謀劃和推動創新，服務創新型國家建設。
上海市科技創業中心將聯合東方財經浦東頻道共同舉辦浦江論壇創業者
論壇，屆時將邀請海外創新創業界同仁、2016 上海創新創業大賽優秀企業和團
隊、上海具有代表性的孵化器，以及投資界的代表共同探討新時期的“跨境孵
化協作及綠色發展使命”。同時，通過對獲勝創新企業及團隊的表彰，弘揚創
新精神，掀起全社會創新創業的熱潮。
——————————————主要議程——————————————
13：00-13：30 “創業也明星”紅毯儀式
包括獲勝創新企業及團隊、主題演講嘉賓、頒獎嘉賓等通
過走紅毯的形式，打造創新創業明星陣容即視感。
含 VCR 播放：創業首站（英文臺詞/中文字幕）、創業在
上海（中文）
13：30-13：50

TED 主題分享-1

科技部火炬中心代表（待定）

13：50-14：00

TED 主題分享-2

美國孵化器協會總裁(確定)

14：00-14：10

AABI（亞洲企業孵化協會） 頒獎典禮
2 個孵化器大獎、1 個企業大獎、6 個企業特色獎

14：10-14：20

TED 主題分享-3

AABI 代表（待定）

14：20-14：30

創業首站（國際化）三大榜單揭曉儀式
十佳國際化案例、十佳國際化活動、十佳跨國合作夥伴
關係

14：30-15：00

圓桌討論環節
1 個外方嘉賓、1 個上海孵化器代表、3 個創業者代表

15：00-15：30

“創業在上海”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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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費用資訊
 大會註冊費用 USD200。(請與會者自行結匯繳交美元現鈔)
 活動報名費 NTD5000，包含行政處理、當地車輛接送等。
 匯款資訊:
戶名: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國泰世華銀行(銀行代號 013) 民權分行 帳號: 019-03-001035-6

肆、 建議班機
行程表

日期

出發時間 抵達時間 航班編號 航空公司

去程 桃園--浦東
9月22日
09:05
10:50
CI501
中華航空
去程 松山--虹橋
9月22日
12:30
14:15
CI201
中華航空
回程 浦東--桃園
9月27日
12:05
13:50
CI502
中華航空
回程 虹橋--松山
9月27日
16:15
18:15
CI202
中華航空
注意事項
 若需代訂機票、辦理簽證等事宜，請洽富友旅行詹天昱先生，02-25683062，
將為您安排/報價處理；若 貴單位有其他合作旅行社窗口亦可自行洽詢，
您亦可自行提前出發或搭配拜訪客戶行程自行延回。
 承辦單位將提供前往當地飯店/機場接送服務。

伍、 聯絡窗口
 聯絡專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

盧韋伶副祕書長

 聯絡電話: 02-2755-6471

傳真: 02-2784-0126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承辦單位】社團法人中華創業育成協會、中華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伍、 報名時間
 育成從業人員:即日起至8月15日止。
 育成培育企業:即日起至8月5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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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2016 第 22 屆 AABI 年會暨商機拓展媒合會報名表
中文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英文

性

□男 □女

姓名

服務單位
電話/手機

別

職 稱
E-mail

(若有大陸門號亦請提供)

緊急聯絡人

電話

CBIA 會員

□是

□否

護照號碼

護照效期

年

月

日

臺胞證號碼

臺胞證效期

年

月

日

機票

□代訂

□自理

住宿

□大會安排

□自理

其他事項

參加項目
□AABI 大會活動
□AABI 產業對接洽談

1. 請留意護照及臺胞證有效日期。
2. 當地機場專車接送僅限於行程表之表定飛機航班及下榻飯店。
3. 參加者皆填寫一份報名表，同一家公司填寫一份”企業商機媒
合需求調查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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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商機媒合需求調查表

公司名稱

產業領域

成立日期

資本額
一句話描述產品/服務

細部說明核心技術/服務

媒合需求(請明確說明欲合作之產業類型及合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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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