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anford Entrepreneurs Forum
『與創業達⼈有約』系列餐會
We’re pleased to inform you that Stanford Entrepreneurs Forum will resume on the first
Wednesday of every month starting from October, 2015. The Forum will invite top-tier
entrepreneurs, industry experts, venture capitalists and securities underwriters to share their
stories and experiences on how to effectively incubate and grow high-tech ventures. The Forum
offers opportunities to connect ideas, technology and people. Welcome to join us.

SCHEDULE, SPEAKERS AND TOPICS
Date
Speakers
2018/10/03 11:30~14:00 許毓仁, 中華⺠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2018/11/01 11:30~14:00 鍾⼦偉(Joey Chung), Co-founder &

Topics
科技帶動立法 立法帶動創新
TBA

CEO, The News Lens (關鍵評論）
11:30~12:00

Check-in & Registration

參加者入場/⾃由交流

12:00~12:50

Opening, Luncheon and Speaker Introduction

開場/午宴/講者介紹

12:50~13:40

Speech

達⼈分享

13:40~14:00

Q&A

Q&A 互動

14:00~15:00

Round Table Discussion

⾃由交流

REGISTRATION
For registration, please submit your registration form to enos@darwin-venture.com.tw or click
the site of https://goo.gl/forms/DUpEL4gxL26WHsWu2 to register.
Registration Fee:
-

On-Site: NTD 850 per person
Early bird: NTD 750 per person

VENUE
HWA-YOUNG (Zhonglun) 華漾⼤飯店 中崙店 (忠孝復興站 1 號出⼝,步⾏約 5~10 可抵達)
104 台北市中⼭區市⺠⼤道三段 209 號 G 樓, T +886 2 8772 9666

SPEAKER BIOGRAPHY
許毓仁, 中華⺠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六年級後段班，喜好文學、電影、旅⾏
和運動；政治⼤學主修英語文學系、副
修新聞系。⼤學畢業後，曾追尋 Che 的
腳步在中南美洲開啟⽣命的壯遊， 畢業
後第⼀份⼯作擔任 Taiwan News 主筆室
翻譯，也在 Nike 擔任教育訓練講師，
曾跟著 UNESCO 到⻄安做永續經營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都市規劃, 亦
曾與朋友們在舊⾦⼭的⾞庫創業。
2008 年創辦 The Big Question
Conference，隔年與朋友創辦 TEDx
Taipei，成為亞洲區第⼀個得到 TED 授
權的城市，建構 TEDx Taipei 的願景：塑
造 TEDx Taipei 為「社會企業」，以「18
分鐘演講改變全世界」的全球論壇，處
理主流企業不願意做的事。隨著 TEDx
Taipei 在 TED 社群發展蓬勃，2011 年成
為 TEDx 亞洲區⼤使。
2014，進入⾏政院青年顧問團，展開跨黨派、跨領域合作，試著為國家前景找⽅向。
2016，從新創領域跨進政府體制內，成為第九屆國⺠黨不分區立法委員。 進到立院，委
員希望能將 TED 精神帶入國會；⾯對新創、教育文化、及環境永續…等議題，都將會是許
委員在任內持續關注的⾯向。
重要經歷
-中華⺠國第九屆立法委員
-奇點⼤學 Singularity University，⾼階經理⼈計劃獎學⾦ 2015
-⾏政院青年顧問團 2014
-最佳文創經理⼈ 2013
-AAMA 創業家搖籃計劃 第三屆入選成員

-⼤哉問股份有限公司 創辦⼈ 2013 – ⾄今
擔任執⾏⻑兼董事⻑，負責營運策略。
-MakerBarTaipei 創客吧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創辦⼈ 2013 – ⾄今
推廣 3D 列印, 課程教學, 共同⼯作空間營運模式, 軟硬整合育成模式 (Hardware / Software
incubator)。
-MVP 100 專業經理⼈ 2011
-TEDx 亞洲⼤使 2011 – ⾄今
亞洲區決策委員會ㄧ員，擔任與 TED 美國總部之相關聯繫，制訂區域發展策略，內容授
權規劃。
-TEDxTaipei 創辦⼈ ＆ 策展⼈ 2009 – ⾄今
籌辦、策劃 TEDxTaipei 年會、TEDxWomen 年會、TEDxKids …等活動⼤論壇，負責議題⽅
向設定及策略。
-MacZOT, San Francisco 2005 ~ 2007
-THNK 阿姆斯特丹創意領袖學院獎學⾦

CONTACT INFORMATION
Vicky Yeh, +886-2-2798-8869, vicky@darwin-venture.com.tw
Enos Fan, +886-3-562-1058, enos@darwin-venture.com.tw

HOST
Stanford Club of Taiwan 史丹福⼤學在台校友會 https://www.facebook.com/StanfordClubOfTaiwan

CO-ORGANIZERS
Darwin-Venture Management 達盈管理顧問公司 http://darwin-venture.com.tw/
更多活動訊息請上臉書粉絲專⾴: https://www.facebook.com/StanfordEntrepreneursForum

